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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了严重威胁，这一次严峻的考验折射出了当前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

缺失。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得

不正视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以便

更好地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从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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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退，应对生态危

机带来的挑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而我国在如何应对过程

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彰显着中国智慧与责任担当。推进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是时代的重任，需要每个人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随着党中央

的不断重视，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趋势向好，但此次疫情

突发，也看到了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分析不

足的原因，积极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力推进



美丽中国的建设。

一、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取得的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环保事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公

民对生态环保的关注度以及保护的意愿都在不断增强，生态环保行为

也有所提升，不断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

（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价

值观，它的本质是人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人自身来考察探究。

传统的发展观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忽视了文化、观念等因素对社

会的推动作用，而发展要从多维度来认识和评判，要求人们调整思维

方式，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以整全性的思维去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的重视，“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与

宪法，吹响了新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场合中予以强调，包

括在 2018 年 3月专门组建了生态环境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加快构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出台等，无不在表明着国家的态度。

推进社会文明发展，需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转变，要在规划布局

中实施管理，保障人的权益，力促世界共赢，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作出指示，要从各个方面推

进生态环保工作的施行，并强调“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

作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1，这既展现了我国始终坚持“绿水青山”

的决心与信心，也表明了我国新的思维方式受到了世界的赞扬与支

持。实现生态文明需要人去完成，当然也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去追

求，因而最根本的就是让全体社会成员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促使人们

的素质不断提升，这是时代赋予全体公民的责任，必须扛起这一大旗，

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增强全民的节约、环保、生态意识，

党和国家对此也是极度重视。比如在《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2016—2020 年）》指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全社会生

态环境意识”；在 2018 年 6月 5日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

行）》中，对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作出了要求，为此也从 2019 年开始

每年对公众的环保行为进行调查，以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提升；

而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制定中，提出要加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使全民内心的生态理念转化成行动自觉，在全社会营造良好

的氛围。这些文件的颁发，对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作出了指引，也

提供了保障，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形成文明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活风

尚，这才是人们的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二）公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马克思认为，优美的生态环境对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恶劣的

环境会给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带来隐患，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环境，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环保事业取得明显进步，宣传教育力度

逐渐加强，公民对生态环境状况也是更加关注。在 2021 年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

显示，“有超七成受访者主动关注或传播交流过环境信息，比如有

74.4%的受访者表示曾经‘主动查看过环保相关资讯’，有 72.9%的受

访者表示‘跟亲朋讨论过环保话题’。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群以

及一些环保爱好者相对来说会更为关注一些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信息，

更加关注当前的状况，包括相关知识的掌握，相关政策的解读及个人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等。这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生态文明的

宣传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公民对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信息及状况也

有着较高的关注，掌握的生态知识也越来越丰富，尤其是日常类的知

识，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总体呈现积极的态势，也说明了整个

社会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生态关注度的提高催促着意识水平的提高包

括认知水平与参与自觉性的增强，进而推动着全体成员素养的提升。

（三）公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同感逐渐增强

人民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公

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着最高的

憧憬，这意味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实现在生态环境良好基础上

的物质丰富，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满足。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公民的生态认知水平在不断

提升，“两山”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公民的高度认同，政府的



生态环保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不管是突出的环境问题还是所在地

方的环境质量均有明显的改善，使得公民总体来说较为满意，同时越

来越多的人认为环保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而个人的行为

对于保护环境有重要的作用，对此可以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同时，

在一些环境领域的实际行为方面，公民表现的也比较好，比如 2021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九成左右的受访者能基本做到‘不食用

陆生野生动物’或‘拒绝购买毛皮、骨制品、药剂等珍稀野生动植物

制品’；超八成受访者能在多数情况下做到‘不露天焚烧’或‘不燃

放烟花爆竹’；超八成受访者能通过及时关闭电器、电灯或水龙头的

方式节约资源能源；六到八成受访者能在前往不同距离目的地或远途

旅行时优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2。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不仅对政府

的环保工作越来越认同，而且在生活中公民自身的意愿也在逐步增

强，在认识到环境对于人们的重要性之后能够约束自身的行为，更多

地选择环保健康的方式，这是人们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高的表现。

二、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前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多数人认

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必要的，也是与自身行为密切相关的，但是在真正

践行过程中却存在着较大问题，不能用意识指导实践，没有达到生态

文明意识自觉和行为自觉的一致，这是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所要

重视的问题。

2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1年)发布[EB/OL].(2
021-12-25)[2022-03-03].http://www.prcee.org/zyhd/202112/t20211225_965281.html.



（一）公民的生态文明主体意识不强

中华文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着特色的中国智慧，这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底气。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在追求经

济效率的同时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

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发现，“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正是中华民族

得以延续的基础。当前公民对环保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是仍然有一

些人不能对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3，也有许多人认为

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政府的职责，或者只在自己的私人领域表

现较好，而在公共领域中却没有良好的表现，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高学

历的人。4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是重要的力

量，但更多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公民并不能正确将

自己作为其中的主体，往往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只关注自己有兴

趣的信息，参与活动也是以被动的方式进行，缺乏大局意识与长远意

识，缺乏对大自然的人文情怀，比如在垃圾分类方面最有热情的是可

回收垃圾，因为可以获得获利5。

除了公民之外，一些企业也存在主体责任意识缺位。如 2021 年

8月，中央督查组发现“中国黄金集团滇桂黔区域 13 家矿山企业中，

9家企业存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在

11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就公布了“7起排污许可违法违规的典型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专家解答《中国公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有关问题[EB/OL].
(2020-08-10)[2022-03-03].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008/t20200810_793280.shtml.
4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1年)发布[EB/OL].(2
021-12-25)[2022-03-03].http://www.prcee.org/zyhd/202112/t20211225_965281.html.
5新浪网.调查|垃圾分类一年之痛点：分类时对能卖钱的最有热情[EB/OL].(2021-04-26)[202
2-03-03].https://news.sina.cn/2021-04-26/detail-ikmxzfmk8995088.d.html?from=wap.



例”；在 12 月 29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了 4个不作为、

不担当以致环境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等。不管是这次疫情防控，还是

整个社会的运行发展，需要的是政府、企业、公民从上至下的行动，

但现在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只有每一个人都做到强化自身的主体

意识、环保意识、法律意识等，整个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优化。

（二）公民的生态文明践行力度不够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且脆弱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的恩

惠，我们可以“制用天命”，在顺应规律的前提下利用万物，同时也

要爱护生态资源促使其不断繁殖再生，这样才能“长虑顾后而保万世”

（《荀子·荣辱》）。进入新时代，人们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不再满

足于物质条件的提高，转而寻求更深层次的满足和享受，期望生活得

更加和谐美好。从 2021 年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

公民具有环境责任意识与环境行为意愿，但是在一些领域却反映出了

“低践行度”的问题。

首先，在践行绿色消费方面，公民非常认可它的重要性，但是只

有约半数的公民表示自己能够优先选择比较低碳环保的东西，并且依

然存在浪费的现象，尤其是高收入群体更为严重；其次，关于垃圾分

类也只有半数的公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而且在不同的类型方面也有

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对于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分类投放表现较差；

再次，在参与环保实践以及监督举报方面，公民的行为自觉更需要增

强。比如只有三分之一的公众参加过环保志愿活动，曾经劝阻其他人

破坏生态环境的只有 46.6%，而表示参与过监督举报的群体更少，仅



有 10.6%；最后，报告中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环保责任

感，但是这些人的环境行为能力却呈现较低的特点，当然还有一部分

既缺乏环保的意愿，更缺乏环保行动的人群。这些都说明公民的生态

意识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实际行动的落实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了一定的认识与觉悟而主动去作为，才能养

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提高个人素质。

（三）公民的生物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生物灾难，也是我国遇到

的一次大规模的安全风险挑战，使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国家的经济安

全受到了威胁，凸显出了关注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国

家将其纳入了国家安全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

对生物安全这样下定义：“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

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

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能有效应对与生物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带来的一系列威胁，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

虽然这个词看似高深，但是它离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古至今，

人类经历了数次大瘟疫，比如雅典鼠疫、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建

安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欧洲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等；也发现了

多种具有致命性的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天花病毒、登

革热病毒、流感病毒等。除此之外，还有实验室里措施不完善和工作

人员安全意识不足导致病毒泄露，以及这次疫情的暴发致使人类的生



命财产受到威胁，包括持续数月的澳洲大火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隐患。这些都表明生

物安全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已经飞入了寻常巷陌。

尽管有了前车之鉴，但疫情的暴发凸显出人类仍对野生动物抱有

侥幸心理，打破了一定的安全距离，甚至在有法律法规颁布后，依然

有人在试探人类安全与法律的底线。在 2021 年 1 月，陕西省安康市

岚皋县森林公安分局抓获嫌疑人非法猎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

羚；在 2021 年 3 月，江苏省长航南通公安抓获两名嫌疑人非法捕捞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在 2021 年 7 月，江西高速交警

在一辆面包车内发现了 500 多斤的野生动物，其中有水蛇、王锦蛇、

麂子、野猪等；在 2021 年 11 月，四川绵阳警方抓获两名用气枪非法

狩猎的嫌疑人；在 2022 年 2 月，湖北省兴山县公安局抓获了 10名涉

嫌非法盗猎珍贵野生动物野猪、毛冠鹿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例子有

很多，表明公民需要增强生物安全的意识，强化安全防护观念，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提高重视程度，这是对自己生命以及国

家稳定发展的负责态度。

三、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生态文明就是要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双赢，绝不是二者选其一，也

就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该具备深厚的生态素养和健全的生态意识，但是

实际具备的和应达到的水平却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分析生态文明意识

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有利于提出更好的对策来促进公民生态意识的

提高和生态人格的完善。



（一）培育的内容缺乏丰富性

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加强人们

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它的内容与

要求也在与时俱进，要解决的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

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的生态意识水平应达到生态文

明所要求的高度。

而这次疫情的暴发则再次提醒人们，在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有机体

中，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无机物，包括人都是这个系统的成员，

有着平等的生态地位，我们决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生物的价

值，而应该相互尊重，怀有善的信念去对待所有生命，并且还要深刻

认识到人对自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人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与

社会要求的还有一定距离，比如在绿色消费的实际践行方面、环保实

践的实际参与方面不能有良好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只愿意在私人领域

进行改变，而在公共领域中却不愿意付出行动，其中还包括高学历的

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对于环境的认识不够深刻，只能意识到雾霾

天气、河流污染以及森林破坏等诸如此类的直接影响，而对于生物安

全的认识却较为薄弱，包括疫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

健康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刻、忧患意识缺乏等，他们认为这些深层

次的环境危机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只关心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的问

题。这说明当前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内容不够丰富，不够贴近生

活，缺乏针对性和亲和力，不能使广大民众通俗地理解和接受，同时

可持续发展教育、生物多样性教育、生态系统的调节、反馈机制等教



育内容都有所欠缺，而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加强公民生态伦理道德建

设的紧迫性，为了个人私欲而置其他生物的生命于不顾的观念必须进

行彻底转变。

丰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内容，也就是使人们在获得生态知识的

基础上，引导人们学会从生态整体意识出发，理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

关系，培育人们懂得走近自然、欣赏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油然而生出

对自然万物的喜爱、赞美、敬畏等，进而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既能

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为中作出正义的选择，还能在与自身利益无关

的行为中发挥自身的能量，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自觉自愿去追寻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培育的方法不够多元化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的健康以及生存都受到了威胁，这让

人们意识到进行思维转换的重要性，但是当前公民对于生态认知还需

要进一步提升，比如自然界的演变规律、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之间的辩

证关系、生态多样性对人类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加以理解。目

前人们关注的更多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缺乏对具有广泛意义的

生态问题的把握，包括实践认知度更是要加强，因此需要运用多元的

培育方式来提升公民对于生态的认知理解，知晓人与自然的关系、意

义以及环保的具体路径。

当今，在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过程中，理论教学依然是主渠道，

实践教学却很少运用，这样可能会使公民缺乏直接的情感体验，不能

引起强烈的共鸣。在 2021 年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有“72.3%的受



访者认同‘我希望采取更多环保行为，但是不知该做什么’”6，这表

明关于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实践培育还存在着较大问题，更多的只

是灌输式地教学。生态意识能够唤醒公民的道德感、责任感，但是要

想让这种意识成为推动公民自身实践的现实力量，必须要在宣传教育

中对公民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

回应广大群众的生态诉求，用平等的观念去看待人和自然，而不是现

在进行的一些具有形式主义的环保宣传，也不是用一些传统的方式来

传播生态知识，更不是单向化地输送生态信息。在疫情危机下的教学

模式，更是说明了在线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构建

平等开放的对话关系，促进说教式向互动式、自主式转变，从而使公

民主动地亲近自然，提高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不断提升整体素质。

（三）培育的载体运用较单一

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除了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重要

的是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树立以及良好生态实践的参与，把抽象的认识

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达到认知度与践行度的统一。长期以来，人们更

注重利益的获得而非道德的满足，更注重口头重视而非行动落实，这

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现今公民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已经有

了较大提升，但是在实际践行方面却存在较大的不足，因此需要运用

不同的载体，强化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从而自觉地进行生态实践。

在当前的培育过程中，生态文化资源还有待挖掘，比如海南黎族

6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1年)发布[EB/OL].(2
021-12-25)[2022-03-03].http://www.prcee.org/zyhd/202112/t20211225_965281.html.



织锦中就喜欢选用一些林间鸟兽、日月山川、花木鱼虾等自然万物作

为图案，并会选用一些天然植物来进行染色，包括船型屋的选址是环

山绕水、森林密布，建造材料为茅草、藤条、木、竹和土，可以就地

取材并循环利用，体现了黎族人民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积极以及

对美的享受，这些独特的生态文化都是培育人们生态意识的重要资

源。同时，在实践载体的运用方面更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无论在

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公众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在实际行

动中的不足，会导致人们不能有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良好习惯的养

成，行为自觉的落实也就很难实现。

如今信息化加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学习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也

是社会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网络平台成

了学校教育的主要载体，但是不管是学生还是民众对于生态文明的学

习兴趣远不及对于网络社交或者娱乐的兴趣，这是因为生态文明意识

的大众传播还未形成一套良好的运行机制，网络环境监管的难度较大

以及公民自身的主动性与自制力的缺乏，而这些都影响着公民生态意

识的培养与提升。

“至善非难，行善为难”，意思是知道什么是好事并不难，难的

是亲自做好事，这正如公民当前面临的问题，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度

和践行度不一致，产生了偏差，所以在培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生态

实践活动的开展，重视生态文化资源的挖掘以及网络资源的正确运

用，在实际生活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同并外化为自觉行动。



（四）培育的合力尚未形成

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对象涉及的是每一个公民，是针对全体社会

成员而开展的一项贯穿于每个人生命始终的终身教育，由于认知水

平、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教育的内容、方式等也

要有其针对性，才能适应这项复杂又长期的教育工程。毛泽东同志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强调：“思想政治工作，

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

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7，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亦是如此，

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发挥其整体效能，全面提升公民的生态文

明意识，但是目前我国的培育体系还需要完善，强大的合力机制还没

有形成。

在我国，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事业是由政府主导，学校教育为核心，

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媒体同样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但是当前我们还未

形成一个非常有效完善的体系，不能很好地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还需

要专家学者们进行系统地研究。因为国情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生态教

育相较晚于西方，并且从环境教育初始，我国的环保运动大多就由政

府发动支持，此后才逐渐由其他主体相继发挥作用，虽然现在人们的

文化水平、认知水平都有着明显地提高，但是依然有人认为保护环境

要依靠政府，生态实践也要以被动的方式才会参与，并且缺乏自我主

动学习与教育，而在疫情期间，家庭教育更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社会、学校、家庭还未能形成良好的合力，比如一些公民认

7毛泽东文集(第 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为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的力度要与中央存在差距，包括区域间的环

境改善也存在着差异，而被问到关于不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原因时，

“不知道如何参与”是最大的阻碍，又或者从疫情暴发到现在，总有

公民不带口罩或者拒绝测体温等现象出现。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仍然有

政府部门缺乏主体意识，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流

于形式应付监督，弃人民利益于不顾，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完全

背道而驰，不仅没有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反而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

响。这些都体现着整体的育人系统不完善，不管是政府人员还是普通

民众，都需要提升生态意识，也就要求在培育的过程中应健全分工合

作的育人机制，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作用，既要在环境保护教育的

基础上增加关于生态文明的知识，更要从深层次理解其中的内核，使

人们学会给予自然万物道德关怀，学会从整体且长远的角度看待利益

的获得，以推动和谐有序社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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