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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北地区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对西北区域环境历史变迁与现实发

展的关注和研究，将推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采用历

史文献梳理和实证调查方法研究分析西北地区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沿袭自然环境—经

济活动—文化变迁的主线，认为频繁的人口迁移和掠夺式开发导致西北区域生态环境以

及经济发展出现诸多问题，通过科学论证提出了西北区域环境绿色转型发展的新理念和

新思路:①新一轮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战略;②统一管理水资源;③加强绿色制度体系建

设;④增强绿色生产力;⑤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以及推动政府职能的绿色转型，从而切实

实现区域环境的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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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等，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

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1］。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于向自然界过度索取，

人类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全球性问题与“能源危机”，至此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掀起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研

究，各地环保运动此起彼伏。半个世纪过去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莱斯所提出的“易于生存的社会”，首先在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缓增长的“稳态经济”; 其次是要放

弃无节制的异化消费，减少浪费型的物质需求; 最后以生态危机为契机，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

根本性的改革［2］。中国不断对生态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2002 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改善生态环境、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

必须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3］。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

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八大从战略的高



度将“四位一体”上升到“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新常态背景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十三大制度优势之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

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西北地区作为我国“两屏三带一区多点”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生

态屏障，其生态区位保障着华北、东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又连接中亚、西亚地区，在维护边疆稳定和持续

发展的大格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组

成部分，树立大局意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及实质，在西北黄河流域深入践行

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和治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推动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陕甘

宁青省区考察，近期在视察宁夏时明确指示: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赋予西

北黄河流域省区新的时代重任。对西北区域环境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的关注和研究，将推动西北地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一、相关理论与概念评述

( 一) 生态文明中国化研究

曾经以牺牲环境资源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导致中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可逆的破坏。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学者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越来越贴近于中国国情，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生态文明研究体

系。学者针对生态文明思想的渊源、特征和对中国化贡献方面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

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坚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自信，提供了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4］也有学者从经济、民生、文明、法治及安全这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新时期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

明建设“不仅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
( 二) 西北区域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科学研究认为，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充满各

种物质的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且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外界事物和力量

的总和。西北区域环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被学术界所关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所著的 7 部《山

河集》成为研究黄土高原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成果。专家认为: 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肆意的开发给西

北区域环境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引发或加重了洪涝、干旱、风沙

等一系列环境问题［6］。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北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很

多问题，特别是在人口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

( 三) 绿色转型发展研究

绿色转型就是实现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构建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三位一体”

的发展体系。在《我们憧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和根除贫困语境下的绿色经济”专题中，强调了传统经

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两个重要维度: ①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

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②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

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7］。绿色转型研究以可持续性为重点，分析转型模式及路径。莱斯特·Ｒ． 布

朗( Lester Ｒ． Brown) 认为人类的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必须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来代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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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经济发展模式［8］。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新时期我国绿色转型的困

境及未来发展路径，认为中国要用生态文明理念调控社会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来实现分配公平、生

产高效和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发展转型。

二、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

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密不可分，在与自然界不断的抗争与适应的过

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农耕和游牧文明。6 000 年前西北地区除了原始荒漠还出现了原始草原和森林，随着

青藏高原的不断上升以及东亚季风的形成，西北地区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冷演进，导致黄土堆积、沙漠扩

张。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区域环境除了自身变化以及衍生出来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变更，人文因素的影响

也十分显著。西北各民族在文化、经济、军事上的交流与互动，宜农宜居的自然环境，使农耕、游牧文化

在广阔的草原地带交流交往交融，但对生态环境不合理的利用则是导致区域贫困现象的重要原因。

陕甘宁青地区不仅是我国古代北方农牧经济的过渡带，还是历代中原王朝制约西域的战略要地，促

使其在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因此，我们重点探讨陕甘宁青地区区域环境的

历史变迁。频繁的人口迁移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发展表现出

自然环境—经济活动—文化变迁这一主线，呈现出从气候波动主导型到以游牧经济结构为主体的地缘

政治主导型，再转为以农耕经济结构为主体的掠夺式开发主导型的变化特征［9］。在秦一统天下以前，

匈奴人占据着西北地区的河套、鄂尔多斯、河西走廊; 商周时期，土方、鬼方等游牧部落在鄂尔多斯、陕西

北部逐水草而居; 战国时期，义渠戎、楼烦、林胡等游牧部落在宁夏南北、陕西北部安营扎寨。可以肯定，

在汉武帝以前，陕甘宁青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农耕民族的北移西进，尤其是大规

模的移民，彻底更改了陕甘宁青地区由单一游牧民族构成的历史基础。

从汉唐时期陕甘宁地区的行政划分中，很直观地显示出中原王朝因势力扩张而使农耕移民被迫背

井离乡，进而北上西进开辟新家园，此时西北特别是陕甘宁地区成为核心冲击区域。在唐王朝以前，西

北冲击平原的植被主要以温带草原为主，曾经森林漫道，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植被繁茂，时常有野兽出

没，位于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畔也曾郁郁葱葱，甘肃龙山附近森林茂密。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相比中原以及

东南地区更为发达［9］。然而，随着盛唐时期国力发展、人口增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大量汉族农业人

口向草原迁徙，脆弱的生态系统多次遭到人为破坏，西北草原地区沙漠化区域不断扩张，农牧经济分界

线一再北移，部分西北地区从草原变成沙漠，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史变迁中，西北地区经济开发活动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人地关系紧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西北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为有效治理西北区域生态环境，亟待实现区域环境的绿色转型发

展，使区域环境生态建设融入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恢复、

治理好区域环境，形成绿色、健康、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三、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的成效与挑战

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合理开发

与现阶段贫困问题、转型模式等或多或少有因果关系，在新历史转折起点上，通过逐步加大对区域生态

环境的保护力度，西北区域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和治理。

( 一) 西北区域环境治理的成效

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于 1935 年提出了系统生态保护学说，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建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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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空间性。如陆地、海洋、农田、草地都能定义为特殊类型的生态系统。在系统生态保护基础

上，西北地区在区域环境建设理念、措施方面不断进行完善，产生了区域范围内的治理成效。

1． 区域生态建设成效斐然 “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紧紧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

护、三北及长江流域等国家重点工程，脆弱的生态建设区绿色资源得以部分恢复。退耕还林还草使得生

态扶贫效益凸显。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其林业用地面积 180. 10 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

56. 1% ; 森林面积 61. 80 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 53. 1% ; 人工林面积 14. 43 万公顷，较“十一五”

期间增长 47. 09% ; 森林覆盖率 11. 9%，较“十一五”期间增长 5. 8 个百分点; 森林蓄积量 0. 07 亿立方

米，较“十一五”期间增长 75%①。新世纪以来，宁夏先后实施了两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了较为瞩

目的成绩。近 20 年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有效改善了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区域环境，其中实现沙化土地退

耕面积为 10. 72 万公顷，涉及宁夏的三市九县，占总退耕面积的 12. 4% ; 严重沙化土地为 1. 71 万公顷，

涉及两市三县，占总退耕面积的 1. 98%。每年实现防风固沙 4 272. 25 万吨，固土 505. 85 万吨。坡耕地

退耕还林还草后，土壤侵蚀模数②为 23. 5 立方米 / ( 公顷·年) ，分别比没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

坡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降低了 18 立方米 / ( 公顷·年) 和 11 立方米 / ( 公顷·年)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

失，调节了水土平衡，达到了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的目的。与此同时，所完成的退耕地每年可以吸收近

12. 76 万吨的二氧化碳、1. 607 万吨的污染物，并可释放 27. 76 万吨的氧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

达到 47. 07 亿元［10］。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实行全境禁牧封育，沙区草原植被恢复速度加快，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在“十二

五”期间草原植被得到明显恢复。“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草原植被情况与林业情况一样逐渐好转，虽

各年略有升降，但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草原植被情况恢复显著。

2．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显著 据统计，全国近 35% 的贫困县、近 30% 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

区。西北地区依托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逐步完善不同区域的

防沙治沙模式，在毛乌素沙漠探索出了“五位一体”的沙区治理、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向“人

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宁夏成为全国首个“人进沙退”的省区，通过规模化、区域化防沙治沙，基

本消除大面积流动沙丘，从根本上改善了沙区生态状况。比如，用“五带一体”方式在腾格里沙漠防风

固沙，用“六位一体”方式在毛乌素沙漠把防沙治沙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宁夏沙漠区生态建设经验逐渐

成为吸引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国智慧”。近年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出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

能增强的良好态势，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日渐减轻。尤其“十二五”以来，西北地区先后启动实施了 146

项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淤地坝除险等水保重点项目，不断强化三江源、祁连山、黄土高原、防沙

带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敏感脆弱区的保护和生态修复; 推进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环青海湖、湟水

河、黄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水污染防治，逐步探索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子。同时，2013 年西北

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盐碱地治理工作。通过盐碱地治理工程，多措并举加强农

田排灌、土地整治、土壤改良和农田林网建设，显著改善了西北地区农田建设标准低、工程配套差、老化

失修严重等问题。

3．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方式创新 将生态系统划分为多个保护单元，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干

预与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相结合，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区域生态治理是将宏观流域、自然

因素和人为环境因素全部考虑在内，这种方式对于保障生态系统实现自我恢复和调节、维持生态系统健

康有很大益处［11］。通过实施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护工程，西北地区相继建成总面积为 5 193. 7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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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保护区 176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9 个，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总面积的 15. 26%，基本形成了

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生态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体系(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地处黄河黑山峡河

段的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与龙羊峡、小浪底并列的黄河干流控制性骨干的重点工程，将是西北区域生态

环境治理方式的一次革新。该工程按照“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模式，实现大面积退化草场的保

护与恢复，从根本上改变区域生态与环境脆弱的状况，构建完善的西部生态屏障，并稳步实现对“民勤

绿洲”的补水救护，保证国家生态安全。同时，根据水资源供需条件和国家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土

地资源优势快速形成粮食生产能力，为未来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基础保障。与此同时，大柳树水利枢纽工

程的建设和治理上牢牢树立“新绿洲”理念。一方面使这些新建绿洲成为有效抑制沙漠化的生态屏障，

再者新建绿洲可以作为农牧民新生态移民基地，减少荒漠化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承载压力，并为大范围

实施退耕还林、封林禁牧等生态保护、治理措施创造前提条件，更充分更全面地实施区域环境建设。切

实发挥“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的积极作用，让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
( 二) 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西北地区

自明清以来演变为连片生态脆弱区域，长期以来时有以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现象发生。西北区域环境

可持续发展目前仍面临着绿色转型实践困境。

1． 水资源短缺且污染较重 西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降水稀少，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是我国水资

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 年，西北五省( 区) 水资源总量 2 027 亿立方

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7. 24%，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2 039. 25 平方米 /人，甘肃省人均水资源量为

635. 03 平方米 /人，仅为全国的 31. 14% ; 宁夏人均资源量为 138. 41 平方米 /人，仅为全国的 6. 79% 左

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西北地区出现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干涸、断流等现象。这与西北大部分农村

地区的大水漫灌、过度开采地下水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业生产中的非法排污也给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

危害。
2． 土地荒漠化严重 土地荒漠化在西北地区尤为严重。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程度近年来虽有所缓

解，但是沙化面积还在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广着大片的泛沙漠和戈壁，如塔克拉玛

干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腾格里沙漠，等等，在我国沙漠总面积份额中占很大比重。由此引发的沙尘暴

天气不仅会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给经济发展、人们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3． 草原保护形势严峻 西北五省区草原面积每年都有增加，但是草原鼠害、虫害治理工作较为落

后，大量受鼠害、虫害破坏的草原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理，使得草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此外，西北地

区草原生态系统仍十分脆弱，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基本草原保护存在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基

本草原划定保护的认识还不到位，乱占乱用现象严重、草原权属不明，农林草矛盾突出，草原执法监理工

作难度增大等问题，草原保护和持续利用形势严峻。以宁夏为例，宁夏天然草原中 90% 以上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退化。

4． 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水资源条件较差，导致水浇地、优质耕地少。

截至 2015 年，西北五省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16 094. 09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8 191. 09 千公顷，占主

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50. 09%。其中，甘肃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4 229. 33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1 306. 72千公顷，占比 30. 89% ; 宁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1 264. 64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506. 53 千公

顷，占比 40. 53% ; 青海省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558. 39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196. 99 千公顷，占比

35. 28% ; 新疆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5 757. 25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4 944. 92 千公顷，占比 85. 89% ; 陕

西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4 284. 48 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1 236. 77 千公顷，占比 28. 87%。可见西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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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主要农作物种植的有效灌溉面积较低，这与当地的气候、环境及水利设施的

修建有密切的关系。(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5． 环境法制体系有待完善 现阶段关于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相关法律及制度政策数量及种类少，

在区域环境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区域性的法律制度来协调与制止。暂且没有形

成一套种类多样、过程严密的长效监管制度体系，无法对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综合

处理。

6． 协同治理程度较低 区域环境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整合包括群众在内的多方利益主体参

与到建设过程中，方能形成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现阶段较为薄弱的政策导致企业、社区、学校等公共利

益主体的参与度低，很难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体”的治理氛围。

7． 区域环境伦理建设较薄弱 宣传途径的表象化导致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空虚化，极少能内化

到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之中。如何将区域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群众生活状态联系起来，也

成为西北地区区域环境建设制约因素之一。

8． 环境创新驱动力不足 实现区域环境建设目标，决不能故步自封。西北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进

程中，创新驱动力仍然落后于沿海省份。区域环境建设在行为方式、制度建设以及观念意识上需要与西

北地区实际相结合，富有创新力的区域环境建设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如何“在地”培育创新行为成为当

前区域环境建设的瓶颈之一。

四、西北区域环境绿色转型发展路径探索

德国学者马丁·杰内克、约瑟夫·胡伯( Joseph Huber) 等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Ecological Mod-
ernization Theory) ”，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它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

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12］。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成效显著，但仍

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绿色经济发展缓慢且效益低下等突出问题。同时，由于历史

和现实双重作用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产业结构失衡、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制约因素，进一

步加剧了西北区域环境建设的难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

系，如何达到“二元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遍

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应以持之以恒的坚守筑就生态文明之基，必然会

实现生态经济的绿色转型。

( 一) 实施新一轮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战略

西北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可用耕地供需紧张，必须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审批非农占用耕地，杜绝乱

占耕地; 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划分耕地等级，提高耕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

业的发展。

2014 年，国务院制定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将全国具备条件的坡

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约 4 240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天然

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进一步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已成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对于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意义重大。通过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减轻土地沙化，可以全面推进

生态立区的新实践，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空气清新的美丽新西北。与此同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精

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以移民搬迁、现金补助、扶贫工厂、土地流转等方式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与全

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干旱地区，草场、草地、林地、植被应以恢复、建设为主，并合理、充分利用

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应统一安排、规划，对条件不好的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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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草场、植被的恢复建设，对条件较好的土地，要从农、林、水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建设。个别环境

退化严重的地区，要全面进行生态移民，对移民后的迁出区要加强生态保护。

( 二) 统一管理水资源

西北地区本就是水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地区，对于有限的水资源更要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合理配

置、科学使用，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城乡一体，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要改变西北地区现有

的水利投资、管理、使用机制，杜绝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不良现象，确保水利设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作用。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有着总量少、分布不均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地下水和地表水、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建立水资源使用监控机制，提高污水、废水处理能力，将处理过的污水、废

水用于绿化灌溉、工业用水等，从而实现对有限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 三) 加强绿色制度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大会上明确提出生态保护的六条原则，划定森林、湿地、草原、基本农田与

饮用水源的五条红线，将护蓝、护清、护绿行动与地方性的法律制度相结合，让红线意识与底线思维贯穿

于区域环境建设的一般过程中。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有关于环境建设行

为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西北地区更应该明确环境保护红线，建立健全与当地实际相适宜的环境保护体系，实施因地制宜

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让每个地区都能根据当地情况自行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切

实将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内化到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总布局中来，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全方位地融

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最终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共享化，实现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

展。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到区内生态文明建设中，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渗入社会建设的每一

个领域。

( 四) 增强绿色生产力

生态生产力就是人们保护与利用自然而形成的致富之道，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更应该倡导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生态平衡为手段、以绿色产业为引领的“生态现代

化”，让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自然之利，实现生态环境致富。保证第一产业的持续发展，就是对生态环

境自身保持发展动力，针对林业、草原、农业及湿地进行科学化的保护和利用，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农业

水土污染、湿地森林生态功能低下等生态问题，让生态生产力在西北大地焕发生机。在供给侧改革的基

础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

完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活力，克服当前由于区位、交通、季节所产生的制约因素，让旅游业朝着全

时、全业、全民和全域的“四全”目标发展。通过环境建设与旅游开发让生态环境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

产力，让“旅游 +”模式成为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13］。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文化、旅
游、科技融合发展，推进西北区域可持续发展。

( 五) 调动广泛社会力量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全国各族人民需要共同

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是普惠性的国家大计，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实现由自上而下“被动”治理到自下而上的“主动”治理转变，发挥群众在区域环境建设的主体

性。以创建资源节约为主的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为契机，初步形成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循环

利用的生态自觉行为，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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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Ｒ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ivilization
SU Xi-hong1，CHEN Yi2

( 1．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China’s northwestern region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defense in China’s west．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efforts will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eco-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survey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following the major lin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changes，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requent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over-explor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many prob-

lems concerning the eco-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the author has

put forward a new idea and a new ro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 1． A new round of the strategy of returning cultivated land to forests and returning grazing land to grassland

2． A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resource 3． Strengthening the setting up of the green institutions system-

atically． 4． Increasing green productivity 5． Motivating the broad masse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eco-civilization; studie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northwest; region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chan-

ges;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ec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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