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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basic spiri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the universities which its core tasks is personnel training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in practi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requires universities actively develop green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advocate ecological way of life, and contribute to achieve the great goal 
of the beautiful China. 

高等学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思考 

黄乃祝
1,a
,钟嘉鸣

1,b
,肖媛

1,c*
 

湘南学院, 湖南 郴州 423000 

a
huangnzh@163.com, 

b
jmzhongcn@163.com, 

c
yuanyuan_8603@qq.com 

*通讯作者 

摘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精神，作为人才培养核心任务的高等

学校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应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求高等学校积极开展

绿色学校建设，积极倡导生态型生活方式，为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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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

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伟大

目标。当今世界，人类因过分追求更加舒适而又美好的生活，导致地球遭受着有组织、大规

模、不间断地伤害而日趋病态：工业污染严重、土壤沙漠化、雨林和湿地减少、物种加速灭

绝、臭氧层遭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面对环境的持续恶化，地球用以修复、更新和再平衡的

生态能力严重不足，如此下去，人类在不确定的未来必将面临环境灾难。为了避免不确定环

境灾难，人类急需检讨现有发展观念，即被学者们称为发展主义——一种表示狭隘化发展意

识形态的观念[1]
 ，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发展过程中的病态特征：整个区域被高速发展的幻象所

迷惑，从而沉浸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或物质财富的聚集，进而造成了对环境、生态、道德、

精神等问题的忽视。联合国自 1972 年在瑞典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至今，人类为拯救地球做出了

积极努力，各国政府相继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污染、节能减排等法律。然而，随着社

会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单纯强调环境利益而试图抑制人类活动是不现实的，发展永远是

人类生活的主题。尤其是通过发展可以消除贫困、减少地区差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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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以，人们把对环境问题的片面关注逐渐转移到环境与发展间的

协调上，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

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集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专研学术、教化社会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高

等学校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应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教育，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表率。 

2. 生态文明建设召唤可持续发展教育 

深入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内涵是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生态是自然界的存在状

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存在和谐程

度的状态。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就是要从

内心深处承认人是自然之子，而非自然之主宰，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意、报恩之情，

绝不能有凌驾自然之上的狂妄错觉；顺应自然就是要使人类活动符合而不是违背自然界客观

规律，当然顺应自然不是任由自然驱使，停止发展甚至重返原始状态，而是在按客观规律办

事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就是要求人

类在向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之需同时，要呵护自然、回报自然，把人类活动控制在自然能

够承载的限度内，给自然留下恢复元气、休养生息、资源再生的时间，实现人类对自然获取

和给予的平衡，防止出现生态赤字和人为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灾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按照

科学发展观要求，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少排放、高产出、能循环、可持续的新型发展

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

设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前总干事马约尔就认为：“教育、科学和政

治意识是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三大支柱”[3]。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教育？1987 年联合国大会

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提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 年里约

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采纳这一概念，并签署《21 世纪议程》，提出具体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依据、目标、活动和实施手段，成为世界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

动指南和准则；2002 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全球瞩目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与

会各国首脑一致通过将 2005-2014 年确定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强调教育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教育就是一种全球教育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可持续

发展教育促使学生认识到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活动与决策在现

在和将来对资源、对当地社区、对全球以及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从而最终使学生形成保

护环境的意识、价值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观，掌握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并能有效的参与

到当地、国家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去。 

3. 高等学校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提出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任务

的高等学校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通过可持续发展

教育，使学校成为环境优雅、资源节约、生活舒适的绿色学校，使师生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绿色消费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等。 

3.1． 高等学校积极推进绿色学校建设 

绿色是光谱中介于蓝和黄之间的那种青中带黄颜色。自然界的绿色是生命生生不息、万物生

态和谐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青春的标志，具有激发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情绪。绿色

蕴藏着生机和活力，昭示着温馨和亲情，象征着清幽与和平，充满着健美和希望。绿色的灵

魂是绿色植物，绿色植物的细胞叶绿体内叶绿素能捕捉太阳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等无机物合

成葡萄糖等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这一过程就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是生物界获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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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以及氧气、维持地球生命活动的根本途径，它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对于维护良好的

生态环境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测定每公顷绿地每天能吸收 900kg 二氧化碳，生产 600kg 的

氧气。一个成年人，每天呼出 0.9kg 二氧化碳，消耗 0.75kg 的氧气，即每个人约需 10 平方米

的绿地，才能除掉排出的二氧化碳，按联合国环境组织研究，人均绿地面积达 60 平方米的城

市才能称为适宜人居住的城市[4]。 

绿色学校是指实施绿色教育、拥有绿色观念的学校，绿色学校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学校。

绿色学校建设应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不断完善自我管理、改进教育手段、降低教育投

人、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绿色学校创建，绝不仅指种花、种草、栽树，甚至也不是指开设

一门课程或改变课程计划，它关系到节省资源、减少污染、实施开放管理、强调分享观念、

营造和谐人际环境和尊重多样化的文化和价值取向等更重要的方面，建设绿色学校意味着对

我国现有的高校教育、教学体系进行系统变革。1982 年绿色大学在意大利成立，设置有生态

平衡、替代能源、自然医疗、废料处理和环境保护等课程，该校毕业生颇受欢迎。1991 年清

华大学开始筹建绿色大学，1998 年推出绿色大学计划，倡导在绿色大学建设中开展“绿色教

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三绿建设工程；1999 年 5 月，“大学绿色教育国际学术研究会”

在清华大学召开，会上 20 多所国内知名大学发表了《长城宣言：中国大学绿色教育计划行动

纲要》，标志着大学绿色教育发展进人新阶段。 

3.1.1 高等学校实施绿色教育 

绿色教育就是全方位的生态意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育，

通过教育使全体学生均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地球公民。 

绿色教育强调高校各项活动开展首先要节约资源。学校是一个污染源，学校设施及运营过程

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污染物的综合折算成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全国范围来看数量相当庞

大，因此，学校要自觉降低能源消费，采取措施充分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未改善学校环境，

如建立雨水收集设施，把雨水积蓄起来浇花浇树，节约自来水，有条件的学校还可考虑建立

校内水循环系统，使污水经过处理循环再利用。学校要提倡低碳办公，少发纸质文书、多发

电子文稿，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夏季不低于 26℃，冬季不高于 20℃，人人树立起节约的意识、

养成节约的习惯、开展节约的活动。学校校舍尽量使用对环境良好的建筑材料，减少能源的

使用，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学校垃圾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实施生物垃圾堆肥和其他垃圾的

分类。对教师环境教育能力进行培训，使之能够带领学生研究太阳能、风能及其他清洁能源

的利用等。 

绿色教育要求高校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做出典范。一所高校如果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人

与动植物和谐相处，那是很迷人的。目前，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不仅原生自然中野生动物

正在迅速面临灭绝，人们身边的野生动物也面临生存危机。为了确保生物多样性首先确保各

地区野生动物生息与生育的土地不被破坏，绿色高校不仅要考虑教育设施的特性，适当削减

环境负荷，还要将学校生态园建设作为保全本地生物和生态系统的教育基地纳入视野。欧洲

生态学校的环境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用纯粹自然对学生施加影响：校园建设体现生态友好理

念，树立垂直绿化的概念，把校园绿化延伸到屋顶与墙壁；对泥土的谦卑态度表现为不追求

学校操场 100%硬覆盖，而要留出田园或花园用地，好让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有条件的学校还

在校园里保留或建设水塘，好让学生从中了解实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校园里保留自

然生态，使学生更多的亲近自然，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亲近自然的典范。 

3.1.2 高等学校实施绿色校园建设 

绿色校园建设就是要让森林走进学校，让学校拥抱森林，做到校在林中、路在绿中、楼在园

中、山水相融。校园绿化要以植物造景为主，多种植各类乔灌木和地被植物，利用不同冠型、

不同色彩的乔灌木和地被植物搭配成错落有序的多层次和多色彩的植物景观，形成春花、夏

荫、秋色和冬绿的四季景物，以最大限度发挥绿地的生态效益，形成优雅宜人的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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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绿化要体现文化内涵，园林管理者要认真研究园林艺术，结合本校特点精心设计，使得

校园绿化既要展现优美的校园景观，又要创造优美的校园文化。校园绿化过程中种植树木还

要考虑树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一般来说，绿色植物除了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

气外，还能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具有挡风、除尘、杀菌、降低噪音、调节气温

和保持空气湿度等诸多功能。如杨、垂柳、榆和丁香等具有很强的吸收有害气体二氧化硫的

能力；银桦、桑树、柳等对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净化能力很强；仙人掌、文竹、常青藤、秋海

棠等能释放芳香化合物杀死大气中的病毒和细菌；夜来香、锦紫苏、驱蚊草等释放气味具有

驱蚊和除蝇作用；丁香、茉莉可使人放松，有利于睡眠；玫瑰、紫罗兰可调节人的神经系统，

可使人精神愉快和发奋工作。以上这些植物可大量种植，只是需要注意的是释放香味植物不

宜太多，因为香味太浓会引起副作用，如丁香久闻会引起烦闷气喘，影响记忆力；夜来香夜

间排出废气使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感到郁闷；郁金香含毒碱，连续接触两个小时以上会头昏；

含羞草有羞碱，经常接触引起毛发脱落。有些植物毒性较强，应尽量少种植，如夹竹桃全株

有毒，含有多种强心甙，中毒后会恶心呕吐、腹泻，可致命；水仙花鳞茎有毒，含有石蒜碱

等，中毒后会呕吐、腹痛；一品红其白色浮汁有毒，人体接触后能引起皮肤红肿，误食后会

呕吐、腹痛；万年青内含草酸和天门冬毒等，如果误食可致口腔、咽喉、食 道、胃肠粘膜等

灼伤，甚至损害声带。有些植物据说可促癌，至今虽没有确切报道，但还是应避免，如石粟、

变叶木、细叶变叶木、蜂腰榕、石山巴豆、毛果巴豆、巴豆、麒麟冠、猫眼草、泽漆、甘遂、

续随子、高山积雪、铁海棠、千根草、红背桂花、鸡尾木、多裂麻疯树、红雀珊瑚、山乌桕、

乌桕、圆叶乌桕、油桐、木油桐、火殃勒、芫花、结香、狼毒、黄芫花、了哥王、土沈香、

细轴芫花、苏木、广金钱草、红芽大戟、猪殃殃、黄毛豆付柴等，其中铁海棠、变叶木、乌

柏、红背桂花、油桐、金果榄等一些市民家中及公园里常见的观赏性花木均含有促癌物质，

学生需科学观赏。 

3.2． 高等学校积极倡导生态型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需要

的生活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远古社会生活方式、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生态型生活方式。目前，世界

上以美国为首的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是以“高消费、高浪费”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隐含着“消费越多越体面”观念，不仅鼓励人们以贪得无厌的态度去

消费资源、能源和商品，而且刺激人们尽可能多地把它们消耗和浪费掉。正是这样一种生活

方式把人类自己推向危境甚至绝境，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为求生存、求温饱的奋斗实践，

而是一种多余的贪婪和占有欲的追求。“我们再也不能把地球这颗小行星当作一个无穷无尽的

舞台，当作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对人的每一种需要都慷慨给予而没有极限的母亲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环保主义者倡导“自愿简单化的”、“ 回归自然的”生态

型生活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和响应。何谓生态型生活方式？生态型生活方式就是

改变以往那种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态度，主张节约型的、更讲究科学合理的、更注重消费

质量的生活消费观。生态生活方式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既符合

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

境造成危害。生态型生活方式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抛弃“多多益善”消费观念，提倡以满足

基本需要为主，节约资源，尽力减少直至消除个人对环境的破坏。随着科技进步，发展可再

生洁净能源，减少交通工具使用，研制新型的、没有污染或污染很小的交通工具；在精神生

活方面，人们从过去那种过分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转为对科学、艺术、信仰等精神层面东

西的追求，在减少物质欲望和物质追求的情况下，增加闲暇时间，建立更加融洽的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健全的心理、信仰、审美和道德追求达到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和进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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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过程中，要积极宣传和努力践行生态型生活方式。高校应号

召全体师生在日常饮食、公务招待、各种宴会中提倡素食理念、绿色消费、“光盘”运动；高

校要教育引导全体师生常怀自然之思：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类在广袤宇宙中不仅是尘埃，

简直是虚无；自然不仅是人类的挚友、师长，更是人类的恋人，它给予的恩典和慈爱不仅让

人类身心愉快，更让人类认识生命的价值与真谛；古人将自然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道家认

为自然是超越物质生活的灵性意识；理学家觉得可借助自然悟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禅

宗强调人只有接近大自然才能恢复本源状态；圣哲先贤如陶渊明、梭罗、卢梭等自然浪漫主

义者的朴素田园生活情怀、那“按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的“天人合一”境界、那

“一日千年、千年一日的肉体永生”神仙境界不正是生态型生活方式的缩影吗？高校要教育引

导全体师生崇节俭、戒贪欲：“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崇

尚艰苦朴素、清心寡欲生活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还能确保高尚的志向和远大理想。先哲诸葛

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王应麟所

撰《三字经》“人遗子，金满嬴，我教子，唯一经”等典故难道不值得现代人学习？我国现代

著名画家马绰的“行走中国，宣传素食”环保马拉松活动[5]倡导人们为了保护环境，请少吃肉

多吃素食，这不仅有益身体健康，而且有益人类可持续发展，这种大爱、大义行动不就是在

倡导生态型生活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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