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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culture, analyzed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rest culture and the forest constr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posed ways to speed up the forest constr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uch as mining
connotation of forest culture, improving tast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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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文化是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载体。本文论述了森林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
森林文化与森林城乡建设的内在联系，提出挖掘森林文化内涵,提升城乡品味等加快森林城乡建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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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森林城乡、绿色通道”是江西省委、省政府围绕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目标把江西建成
森林屏障更加安全、绿色产业更加发达、人居环境更加优美、生态文化更加繁荣的生态大省的重大决策。
大力开展“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对不断推进造林绿化工作向纵深发展，促进江西生态文明建设
再上新台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 森林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2.1. 森林文化的内涵
郑小贤教授 2000 年提出：“森林文化指人对森林的敬畏、崇拜、认识与创造，以对森林认识及其各
种恩惠表示感谢的朴素感情为基础，反映人与森林关系的文化现象”，其分为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及艺
术领域的森林文化[1]。苏祖荣、苏孝同提出“森林文化是由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组成、以森林为
背景或载体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表述”[2]，其内涵可用“绿色、生态、环保”六个字概括。

2.2. 森林文化的特征
蔡登谷指出：“森林文化作为以森林为背景的协调人与森林、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样态，本质上是
一种生态文化，它是人类处理人与森林、甚至是人与自然关系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综合反映，是人
类与森林长期相处形成和发展的文明现象，既具有社会属性，也具有自然属性。‘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是森林文化的最高境界，其本质和精髓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森林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生态性、
民族性、地域性和人文性，森林文化具有创新力、吸引力、渗透力和规范力”[3]。

3. 森林文化与森林城乡建设的联在关系
森林城乡建设是城市林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是弘扬森林文化的实际
行动，是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学创始人柯塔(H.Cotta)早在 19 世纪出版的《森林经理学》一
书中就指出：“森林经营的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而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因
此，森林城乡建设必须加强森林文化建设，将森林文化建设渗透到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的迅猛发展，城镇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生态
和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和谐发展的进程。围绕如何促进城市生态的维护和改善，有效解决日益恶
化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被誉为城市之“肺”的城市
森林由于在解决城市生态化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受到人们的极度关注被人们赋予文化意蕴，
而且已经成为反映城市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设施之一。发展城市森林，弘扬城市森林文化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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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崭新理念。“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也已成为城市森林文化建设的标志和口
号。大力发展森林文化，能够完善森林城乡建设的指导思想，丰富森林城乡建设的基本内涵，优化森林
城乡建设的整体布局，实现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发挥森林的多功能，满足社会的
多种需求。同时，森林城乡建设能够弘扬生态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森林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孕育了
丰富多样的森林文化。森林城乡不仅要创造大量的物质成果，而且要尽可能地创造丰富的文化成果[4]。

4. 开发利用森林文化，加快森林城乡建设
4.1. 挖掘森林文化内涵，提高森林城乡建设品味
中国是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具有延续 5000 多年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森
林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人们对山、水、树木，花草及动物等
生态因子的认识愈益深化，森林文化又不断与时俱进，形成包括园林文化、花文化、竹文化、茶文化、
桑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森林观赏文化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森林文化；同时也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
森林文化。
江西省从总体看，江西文化又称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
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从地域角度看：赣文化包含了浔阳文化、豫章文
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等诸多子系统。从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角
度看：江西的铜文化、瓷文化、书院文化、禅道文化、苏区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各自构成了相
对独立的系统。更值得提及的是生长、壮大于江西的红色文化。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孕育了井冈山革命精神的生长；中央苏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苏区红色
文化的诞生地。红土地上的革命文化，催生了我们的人民军队，促进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的形成，催生了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催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赣文化的核心，是传统
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与革命文化的组合。因此在建设森林城乡时，要将赣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展现江西
丰富多彩的森林文化[5]。
建设特色的森林文化是提升森林城乡建设品味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森林城乡建
设有了文化就会引人思考，就会使人发怀古之幽思。以“绿色”为基调，建设森林现代休闲文化。发展
特色森林文化重点是发展绿色文化。绿色文化就是环境意识和环境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文明观和文
明发展观。绿色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进，能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以“红色”
为点缀，弘扬森林传统历史文化。森林的盛衰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以“特色”为亮点，将江西
各设区市不同地域的森林文化挖掘出来，融入森林城乡建设中，自然能形成森林城乡建设的一道亮点。

4.2. 加快森林城乡建设，弘扬森林文化
弘扬森林文化，是森林城乡建设的着力点，是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森林城乡，必须
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林业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上，给百姓一个好
环境，给人民一个好生计。大力发展森林文化，能够完善森林城乡建设的指导思想，丰富森林城乡建设
的基本内涵，优化森林城乡建设的整体布局，实现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发挥森林
的多功能，满足社会的多种需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下要增加森林文化产品，我们应在文化载体和文化表达方面艰苦努力。通
过森林城乡的建设，增强森林文化的创新力。森林文化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借鉴中发展、在不同的维度
中考量。通过森林城乡的建设，增强森林文化的吸引力。通过森林城乡的建设，增强森林文化的渗透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森林文化，实际上是生态文明更为直观的体现与传播，是人们对森林的反思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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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通过森林城乡的建设，增强森林文化的规范力。森林文化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说法律为我
们勾勒出的是一条底线，那么文化道德的力量则提出更高的要求[6]。

4.3. 加强森林文化普及，提高森林城乡文化底蕴
加强国民森林教育，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以普及森林知识和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为目标的森林教育。
尤其要从青少年抓起，把森林意识教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行多种形式的森林教育，
提高学生的森林意识，努力培养具有森林保护知识和意识的一代新人。对各级领导干部、企业法人代表
等，更要加强森林保护知识培训。要广泛开展森林科普活动，结合植树节、竹文化节等活动，通过图书、
报刊、网络、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媒体，积极开展群众性森林科普教育活动，建立森林建设的公众参与
机制。通过推行义务植树活动、志愿者行动，建立森林问题公众听证会制度等公众参与活动，培育公众
的森林意识和保护森林的行为规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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