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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 尤其是二战之后, 世界各
国普遍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这种增长
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之上
的, 因此不可避免会带来资源的枯竭和生
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一严
峻现实, 人类不得不反思传统的以牺牲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传统的发展观放大了 人类改造 自然
的主观能动性, 自然成为人类的专制对象,
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的, 可以无
限制地对自然进行操纵和索取。固然, 这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伟大, 但是, 片
面地强调人类自身的利益、
将自然的存在
和价值完全置之不顾, 却逐渐使人类社会
陷入困境。可以说, 人类 作茧自缚 , 给自
己的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因此, 在生存
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 人类有必要转换思
维方式, 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上的要求。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选择, 人类

必须要有整体视野。一方面, 人是发展的
主体和核心, 离开了人, 可持续发展也就无
从谈起; 另一方面, 人又是自然的一份子,
不能将人和自然截然对立, 而应该树立一
种人与自然辩 证统一、
和谐 相处的 观念。
具体地, 就人类而言, 在空间上, 人与人之
间应该形成全球伙伴关系, 人类只有一个
地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担负有保
护全球环境的重任, 因为环境问题是跨国
性、
全球性的( 如厄尔尼诺现象、酸雨的 跨
国旅行 等) ; 在时间上, 当代人的行为会对
自然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因此当代人要对后代人负起崇高责任, 自
觉牺牲一些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以保证子
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而言, 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该有度, 不能破
坏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 换言之, 人类
不能仅将自然作为可随意操纵的对象, 而
更应将其当作 伙伴 看待, 这样才能促使
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由于可持续发展思 想是在当 今社会
发展出现困境时提出来的, 它旨在探索人
类未来持续发展的途径, 强调人类与自然
的共同发展, 以此促使社会的高度文明和
全面进步, 因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和积极拥护, 并成为各国所坚持的重要的
发展原则。
比如美国, 1993 年 5 月, 克林顿 总统
专门 成立 了 总统 可 持 续 发 展委 员 会
(PCSD) , 其任 务是 寻求 可持 续发 展的 道
路, 并具体到应采取的步骤和措施。经过
近三年的努力, PCSD 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
的美 国 ( T he United States in Sustainable
Dvevlopment) 一 书, 该 书对 经济、政治、文
化、
社会、
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提出评价标准
和目标要 求。以自 然保持 为例, PCSD 认
为, 自然资源( 土地、空气、
水、
生物等) 应该
得到有效的保护, 使之为我们及我们的后
代提供长期利益。具体的评价指标 有: 1
包括草地、
森林、湿地、地表水等在内的生
态系统的维护情况; 2 居住地丧失威胁的
防范情况; 3 面临危险甚至濒临灭绝的物
种的保护 情况; 4 污染物 排放 的治 理情
况; 5 外来物种对生态系统干扰的抑制情
况; 6 全 球 环 境 不良 变 化 的 减轻 情 况。
PCSD 同时指 出, 这些指标 在正式启 用之
前, 尚有许多工作( 如方法选择、
指标量化、
标准确定等) 要做。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坚持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 不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
的神圣责任, 而且对于自身的长远发展也
有着重大的、
积极的意义。鉴于此, 我们党
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
十五大明确指出: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

相对不足的国家,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那么, 如何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呢? 笔者认为, 应从如下几方
面着手:
首先, 必须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粗放外延
式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这种靠大投入、
大消耗来维持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使我们
陷入资源短缺的困境, 另一方面又造成生
产效率的低下, 表现在重复建设严重、
大量
设备闲置、
产业结构恶化、
经济效益低下等
问题上。这些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 走集约型的注重内涵扩大再生
产的发展道路, 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
其次, 必须 坚持 资源 开 发和 节 约并
举, 合理利用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
发展, 资源问题日显突出。为避免陷入既
要发展经济又面临资源危机的困境, 我们
必须优化资源配置, 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在这方面, 一要将节约放在首要位置,
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厉行节约, 尽
量减少资源的不必要的消耗; 二要对资源
的开发和整治进行统筹规划, 以完善资源
的管理; 三要促进技术进步, 探寻新的无污
染的替代能源并加以应用。
第三, 必须 坚持 计划 生 育的 基 本国
策。我国虽然总体资源丰富, 但由于人口
基数大, 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 1/ 3, 而且我国每年还有 1600
万的净增人口, 造成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
渐恶化, 给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
来深重的压力。因此, 我们必须对人口问
题进行综合治理,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大力
提高人口素质, 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证。
最后, 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环境
保护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五
大指出, 必须 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植
树种草, 搞好水土保持, 防治荒漠化, 改善
生态环境。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要一环。目前应大力倡导 清洁生产 , 防
治工业污染; 推广生态农 业, 保持农 业环
境; 健全环境法制, 强化环境管理; 加强环
境教育, 提高环保意识。
总之, 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迈向
新世纪的目标依据和行动纲领。我们每个
人都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并积极
推进这一伟大事业, 这是人类自身的根本
利益所在, 亦是人类走向美好明天的重要
保证, 唯有如此, 人类的文明才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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