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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philosophy of variable and invariable.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ow-carbon economic model and climate chang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o insist on the variable innovation and
choose the invariable low-carbon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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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变”与“不变”的哲学观点，分析人类发展过程中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必然，通过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黄稚芮, 尹芳, 杨智明. 低碳生态文明观的“变”与“不变”[J]. 低碳经济, 2019, 8(4): 98-102.
DOI: 10.12677/jlce.2019.84011

黄稚芮 等

低碳经济模式与气候变化、能源消耗、生态持续的相互关联，得出只有坚持“变”的创新、选择“不变”
的低碳生活，才是保证人类文明持续永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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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一个民族的持续发展而言，“不变”是目标和信念，“变”是方法和途径[1]。一个民族的文明
持续进步，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不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努力，而且需
要营造社会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氛围[2]。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生态环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不可逾越的沟坎[3]。

2. 人类社会发展中坚持的“变”与“不变”
自古人类与大自然相生相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生存资料直接来源于自然界，人与自然浑然一
体，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形成一种潜在的自觉认识自然的世界观[4]。以利用石器、弓
箭、火为标志的原始生态文明，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迈出了一大步[5]。

2.1.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持续延绵
以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为例，涌现出一序列天人智慧的进化：“伏羲氏”教会人们用绳子结网、用
网打猎、用弓箭狩猎，并开始了饲养牲畜；“燧人氏”利用木头相互摩擦，钻木取火，人工取火的发明，
使人由吃生肉过渡到吃熟肉；“神农氏”让人们学会种植五谷，并制造农具，于是开始了原始的耕种农
业。这样一种朴素、自发的农业文明持续了一千多年，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在经历了传
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人们生存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后，也慢慢的步入困境[6]。
中华民族从文明古国一路前行，历经数千年而不坠，这归因于“变”与“不变”两种哲学思想体系，
一种是成为中国 2000 多年的主流思想的儒家学派，儒家思想讲究“入世”积极为世界做贡献，为顺应世
界而改变，其创始人是孔子；而另一种是博大精深的道家学派，道家思想讲究“出世”，不为世界发展
所动，静看万物变化，其创始人是老子。一个民族如果重视“不变”，就会争千秋而不一定要争一时，
很多人不仅考虑今生的功名利禄，还想要千古留名，写进历史；然而，如果一个民族重视“变化”哲学，
就不会因为不变而形成鲜明的宗教性格，而是会强调因应变化，顺势而行，也会努力求其今生今世的成
就和利益。中华文明正是因为兼柔了儒家“变化”思想和道家“不变”思想，两者相互交融并持盈保泰，
才使得 56 个民族聚在一起持续延绵[7]。

2.2. 英国工业文明发展的“变”与“不变”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率先实行工业文明，以机械化为标志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劳动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增长，在提升工业产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动了人口增长、刺激了现代农业、萌发了商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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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并改造自然为主要特征，这一雄心不仅未被动摇过，
反而变成了工业文明的标签，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攫取各种各样物资资源，甚至因为生产迅速扩张与科
技进步而使得掠夺变得变本加厉。人类以其“变”之智慧，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经济增长却以依赖增加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为代价，这样粗放的发展方式使得地球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
境代价[8]。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在为世界工业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率先在世界范围内高举
低碳大旗，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之“不变”的理念，倡导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模式。2003 年
在英国能源白皮书《创建低碳经济》中首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概念，提出 2050 年能源发展的总体
目标将从根本上将英国变成一个低碳国家，低碳之路将成为国家未来发展战略。

2.3. 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发展观
近一百年的电气化、计算机技术等不断革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无不给地球留下深深的印记，
特别是燃烧煤炭、开采石油，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过度排放，严重
干扰了大气环境系统，全球气候变暖、飓风海啸肆虐、干旱洪涝频繁，给人类生存空间造成了各类生态
困境[9]。除英国外，欧盟多国在近代工业文明中，以“变”之创新，践行低碳环保“不变”之理念。
德国是一个高度重视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工业化国家，通过立法实施一系列的气候保护高科技战
略，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措施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中。
法国近 10 年来，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大力发展再生清洁能源，鼓励无碳化的绿色能源，通过
出台投资贷款、减免税收、政府定价等政策措施，实施一体化的运作模式，使其核电工业发展迅速，成
为世界核电强国之一。
丹麦是一个具有 400 多个小岛的岛国，是世界公认的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可再
生能源利用中产生了独特的经济价值，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秸秆燃烧发电等技术方面一直遥遥领
先：其风力资源丰富，是世界首个使用风能的国家，风电所占比例已经超过 20%；太阳能技术相对成熟，
已建成的太阳能加热站，用于提供居家热水和保暖服务；生物质能研发力度增强，率先利用秸秆燃烧发
电，该技术成为推进清洁发展机制、构建可再生能源持续开发利用的高水平模式。
意大利 80%以上能源依赖进口，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意大利政府希望通过可再生能源开发、
新能源利用、节能减排政策等措施，来加快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美国一向重视节能减碳，近 20 年来通过的《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经济法案》，对改造传统高碳产
业、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提高清洁能源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之一，为履行《京都议定书》职责，巴西政
府除了比较明确的风电目标，同时大力发展种植甘蔗生产燃料乙醇产业，成为世界前沿的地上植物“石
油”王国。

3. 践行低碳生态文明观
“低碳”指的就是生产生活过程中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是一种生态
文明观，在继传统的农业文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生活方式[10]。
在漫长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农耕文明中，人的辛勤劳作可以满足“吃饱穿暖”的需求，使“人
为的生活”成为可能。由于生产力有限，农业耕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小，统治者也有对土地开发和山
林川泽保护的法令和行政措施，因此农业文明可以说是“低碳”的。通俗来讲，“低碳”是自然而然的
生活方式，是注重节约、鄙视浪费的生活态度，是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习惯。在人与自然共处的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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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的是一种通过对身边各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来减缓全球气候的演变，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
形势越来越严峻，世界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行动。要了解低碳生态
文明，我们需要将能源消耗、气候变化、生态持续联系起来。

3.1. 能源消费对低碳文明的影响
人类能源消耗历程经历了三个时期：20 世纪以前，以生物质能源燃料为主的“柴草木炭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以开采化石能源为主的“煤炭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的“石油
时期”。无论煤炭、石油、还是天然气，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每年能源消耗不断增长，全球不仅
面临能源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因燃烧化石能源而增排的二氧化碳。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后的规模化、产业
化生产及其污染物排放对自然生态的损害慢慢地超出其可接受容量和修复能力，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中
生物多样性不可逆转的破坏，物种单一越来越严重。调查分析显示，当全球平均温度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3℃时，物种中大约 20%~30%可能会面临日益增高的灭绝风险。

3.2. 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为更加客观、公正、准确地分析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1988 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共同组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并于
1990 年发表了第一次评估报告，确定了有关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促成联合国做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的决定；1995 年，IPCC 向 UNFCCC 递交第二次评估报告，增加了气候变化有关
评估方法等内容，为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签署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 年 IPCC 制定了第三次评估报告，
中国科技部、气象局、科学院等部门参与了编写，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并
反映中国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进展，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应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客观依据；2007
年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因素和自然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双驱动效应，得出全球二氧化碳浓度
的增加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使用及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的，而甲烷(CH4)和氮氧化物浓度的增加主要是农
业引起的；2014 年 IPCC 第五次评估综合报告，明确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 20 世纪中期以来气候变暖
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不断影响气候系统，并且这种变化趋势对生态系统正在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2018~2019 年即将完成的 IPCC 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将分别从《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
《全球变暖 1.5℃》、《气候变化与土地》等方面阐述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

3.3. 践行低碳生态观，从我做起
低碳足迹始终游走在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从城市社区到家庭生活、从社会生产到能源消费、
从音乐艺术到哲学文化，低碳的内涵涉及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低碳生活对于我们每个
人来说，既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又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态度，如何评判今天我们是否“低碳”了，要
看我们是否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主动去践行将生活作息所耗用的能量降至最低，比如坚持步行并爬楼
第、出门购物自带环保袋、少用一次性餐具、随手关闭电器电源、洗衣服水留冲厕所、垃圾分类并回收
再用、多用电子邮件少用信笺信纸等等[11]。

4. 结论
我们生存着，我们改变着，只要我们“不变”的目标、信念还在，就不会因为“变”而失去低碳生
活的方向！
2007 年至 2008 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正式倡导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党的十九大主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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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下不忘当年长征路，不断为
长征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来适应当今的“变”的需求[12]。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人
类共有的一个地球，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我们呼吁通过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倡导低能量、低
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追求低碳生活这一“不变”的理念，建设低碳城市，践行低碳环保，确保维
持人类一个永续、舒适、和谐的地球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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