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社会的兴起

洪大用

　　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具有对立与统一的两面

性。一方面，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

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总是会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体现为环境的消耗、

衰退乃至破坏；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环境破坏最终也将会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

会制度背景下，基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人类

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将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的诸种行动之中，努力谋

求人类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在此意义上，社会建设从来就具有环境之

维，所不同的只是其历史的阶段性、差异性。这种阶段性、差异性一方

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于环境状况及其影响的认知，另一

方面则体现为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建设行动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本文

试图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是如何纳入环境因素并逐步迈

向一个绿色社会的。这里的绿色社会，指的是人类在认识社会与环境

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自觉推进社会变革以谋求社会与环境相协调

的一种社会过程和状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具

有弥散性、渗透性影响的重要内涵。

一、社会建设：从开发环境到保护环境

如果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那么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

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犌犇犘

只有３８５元，世界排名非常靠后。按照现行贫困标准回溯，当时９７．５％的

农村人口都是处在贫困状态，缺衣少食。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大规模、更快

速度、更有效率地将环境中的资源转化为商品与服务，脱贫致富，自然成了

当务之急，由此开发利用环境便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行动取向。

１．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富饶的贫困》［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富饶的贫困》１一书，在当时很有影响。该书讨论

的是西部地区为什么落后于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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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基础结构的变革，重新看待

环境资源以及转变资源开发的利用方式。作者指出，西部地区虽然有

着令人震惊的富饶资源，然而，人们“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

什么不成什么”（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４０），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社会—

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素质低下的人，无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人的素质的低下，又牢

牢拖住了社会基础结构步履蹒跚的腿。这就是幼稚社会系统及其贫困

恶性循环”（王小强、白南风，１９８６：９２）。作者认为，拘泥于传统农牧业

是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渊薮，“在人类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现代

生产方式，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多层次的立体开发和多次利用”（王小强、

白南风，１９８６：２１７－２１８），因此，要转变人的观念，革新生产生活方式，

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以摆脱贫困。此书虽然是讨论西

部地区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讨论中国发展的。其在人与

环境资源关系上的看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的确，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利

用，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

和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全民受益、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声音日益强过对环境资源

的简单开发和利用。在提出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１９８３年）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１９９５）的基础上，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在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六

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２０１２年召开的中共

十八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

路，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２０１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则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非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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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建设进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涵。例如，“生态

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２等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注

重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

行，开展了一系列体现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使生态环境治理

走上了标本兼治的快速路，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由此，环境因素在新的意义上被结合进社会建设进程中，并推动着社会

自身的深刻转变。

２．邢宇皓．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述评［犑／犗犔］．２０１７－０６－１９．求是网：犺狋狋狆：∥狑狑狑．狇狊狋犺犲狅狉狔．犮狀／狕狅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７－０６／１９／犮＿

１１２１１６７５６７．犺狋犿．

３．董峻、王立彬、高敬、安蓓．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犖］．经济日报，２０１７－８－３（１）．

二、推动社会转变的主要内生动力

如果说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环保浪

潮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持续深入地推进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更多地则是回应国内发展需要的自觉努力。尤其是相对于世界上

最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倒退和由此掀起的国际性的环保逆

流，我国社会的绿化事业更是凸显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随波逐

流，受制于外力。有人要问，推动我国社会绿色转变的内生动力是什

么？其实它涉及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型的力量。概而言之，至少有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质量面临严重威胁。在数

十年的传统型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欠账已经太多，成为明

显的短板。２０１２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１１．５％，却消耗了全球

２１．３％的能源、４５％的钢、４３％的铜、５４％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３１９８５年我国废水排放量３４１．５４２亿吨，此后

一路攀升，到２０１６年达到７１１．０９５４亿吨。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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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是１３２５万吨，后来持续攀升到２００６年２５８８．８万吨的峰值，

之后才逐步下降，到２０１６年仍有１１０２．８６４３万吨（参见图１）。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犈犅／犗犔］．犺狋狋狆：∥狑狑狑．狕犺犫．

犵狅狏．犮狀／犺犼狕犾／狕犵犺犼狕犽犵犫／犾狀狕犵犺犼狕犽犵犫，２０１８－０５－２２．

图１：全国废水和废气（二氧化硫）排放趋势图

　　数据来源：废水数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

公报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缺失，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网站，犺狋狋狆：∥犱犪狋犪．狊狋犪狋狊．犵狅狏．犮狀／犲犪狊狔狇狌犲狉狔．犺狋犿？犮狀＝犆０１，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数据不含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数据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来源

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犺狋狋狆：∥

犱犪狋犪．狊狋犪狋狊．犵狅狏．犮狀／犲犪狊狔狇狌犲狉狔．犺狋犿？犮狀＝犆０１，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不含乡镇工业，

１９９６年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４全国

３３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９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

城市数的２９．３％；另外２３９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７０．７％。在

全国１１２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质的湖泊（水库）６个，占５．４％；

Ⅱ类２７个，占２４．１％；Ⅲ类３７个，占３３．０％；Ⅳ类２２个，占１９．６％；Ⅴ

类８个，占７．１％；劣Ⅴ类１２个，占１０．７％。在地下水水质监测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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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８．８％、

２３．１％、１．５％、５１．８％和１４．８％。事实上，不仅是空气污染、水污染依

然严峻，而且固废、土壤等其他形式的污染还非常严重；岂止只是环境

污染严重，而且生态破坏也令人堪忧，在全国２５９１个县域中，生态环

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４２．０％，“一般”的县

域占２４．５％，“较差”和“差”的县域占３３．５％；更有甚者，不仅是环境质

量衰退，而且由于环境质量衰退而导致的食品药品安全和生命健康威

胁也日益严峻。这些是我们开始立誓重构“绿色社会”的基本背景和重

要动力。

二是人民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一个最为

突出的成就是实质性地提升了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满足了人民的

物质需求，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

准，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９７．５％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

３．１％，而且在全国城乡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上给予

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保障。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

达到２５９７４元。从恩格尔系数看，１９７８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是

５７．５％、６７．７％，到２０１７年整体水平已经降到２９．３％，达到联合国划

分的富足标准。更重要的是，居民资产积累增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比如说，居民住户存款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１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

６２．６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人民需求更为广泛多样，需求层次也在不

断提高，更加强调安全、舒适和可持续。吃上放心的食物，喝上干净的

水，呼吸清洁的空气，享受舒适的环境，过上可持续的生活，成为日渐扩

大的基本需求。由此，公众对于环境质量也日益关注，环境议题已经成

为公众和媒体非常熟悉的重要议题之一。笔者在１９９５年曾经参与组

织全民环境意识调查，调查数据表明有２３．６％的被访者认为自己“不

知道”何为环境保护的概念；１６．５％的人认为自己的环保知识“非常

少”；６６．９％的人认为“较少”；１６．１％的人认为“较多”；只有０．５％的人

认为自己有“很多”的环保知识。与此同时，大部分城乡居民对有关环

境保护的政策法规缺乏了解。认为自己“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只占

３１．８％，认为“很了解”的人仅占其中的０．５％；认为自己“只是听说过”

的人占到了４２％；根本没有听说过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的人占到

２６．２％。与此相比，笔者参与设计的２０１０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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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７０％的受访者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

“比较严重”。６５．７％的受访者表示对环境问题“非常关心”和“比较关

心”，表示“完全不关心”的只占３．１％。５

５．洪大用．２０１４．公众环境意识的成长与局限［犑］．绿叶（４）：４－１４．

６．张萍、杨祖婵．２０１５．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１５（２）：５３－６１．

三是因为环境损害（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日渐明显。缓

和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在社会转型期，

劳动纠纷、征地拆迁、社会保障等曾经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

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权益意识觉醒，实际的环境损害，以

及可能发生环境问题的潜在风险也已然成为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

要原因，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从国家

公布的数据看，一段时间内，因环境污染上访的人次和批次都呈现增加

趋势。１９８７年，因环境污染上访有７７６７３人次，２０００年则已达到

１３９４２４人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找不到统计数据，到 ２０１５ 年仍有

１０４３２３人次（参见图２）。有些上访是人数较多的成批上访，１９９６年

上访是４７７１４批次，２００５年达到８８２３７批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找不到

数据，２０１５年仍有４８０１０批次。这其中，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原因，

实际的上访批次也许不止如此。

新世纪以来，一些因重大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

动辄成千上万，影响广泛，引人注目。比如说，２００７年福建厦门犘犡事

件；２００９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广东番禹垃圾

焚烧发电厂建设事件；２０１１年辽宁大连犘犡事件；２０１２年天津犘犆项目

事件、江苏启东日本王子纸业集团事件、四川什邡宏达钼铜有限公司事

件，等等。这些项目有些在环评阶段就引发了抗议冲突，如江苏启东事

件，有些是在项目建设期间引发了冲突，也有些项目是在建成运营之后

引发的冲突，包括大连犘犡事件等。有研究表明，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２年

这十年间，经媒体披露的较大规模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有２３０宗，在数量

上呈明显逐年上升态势，２０１１年一年就达到５８起。６这种情形也可以从

环保部门负责人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并与其他形式冲突的下降形成对

照。据报道，前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经指出：“在中国信访总量、集

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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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全国因污染来访人次

　　数据来源：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８－１９９７》。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全国环境

统计公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上升”。７

７．搜狐新闻．中国崛起需跨“环保门”，环保群体事件代价沉重［犑／犗犔］．２００９－０８－２８．犺狋狋狆：∥

狀犲狑狊．狊狅犺狌．犮狅犿／２００９０８２８／狀２６６２９５２０３．狊犺狋犿犾．

四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调整与主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

整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

普遍贫困的社会状况，加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对资源环境

的开发利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优先选择。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依然关心环境保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使环境保护

的力量得到不断增强（参见图３）。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分析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趋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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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环保系统人员和机构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环保系统人员数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环保系统机构数１９９５年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来源于《全国环境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８．习近平．２０１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１．

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

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８

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认识，党和政府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更进一步强调了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精心布局环境保护攻

坚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

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国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明显地进入了快速的、实质性的推进阶段。继２０１５年

１月开始正式实施“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之后，《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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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相继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也纳入了“十三五”规划。特别是，基于《环境

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而建立的环保督察机制已经实现第一轮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全覆盖。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数据，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１．８万多人，受理群

众环境举报１３．５万件，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８万多个。

仅在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督政工作就约谈３０个市（县、区）、部门和单位，

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２３．３万件，罚款金额１１５．８亿元，比新环保法

实施前的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６５％。事实上，日趋严格细密的制度设计和制

度执行，将环境保护的压力从中央传导到地方，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

国家传导到个人，党和政府掀起的督政督企、传导压力的绿色风暴，正

在开辟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９对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党

和政府而言，这种主动调整和作为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９．洪大用．２０１６．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３）：６７－７３．

１０．新浪网．十三五环保产业年增速或超２０％，总投资达１７万亿［犑／犗犔］．２０１５－１１－０２．犺狋狋狆：

∥犳犻狀犪狀犮犲．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犮犺犻狀犪／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２２２７２３６５５４７７．狊犺狋犿犾．

五是企业在环境衰退、人民消费偏好变化和政府的管制与治理投

入中发现了新的盈利机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绿色行为倾向，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等加速发展，在满足社会新需要的同时也推

动着社会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投入逐渐增加，１９９９年

占犌犇犘的比例首次超过１％，“十二五”期间占到了３．５％，直接推动了

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２０００年环保产业年产值１０８０亿元，到２０１０年

已经达到了１１０００亿元。１０

除了环保产业之外，在其他各类企业中，以开发矿产资源为主、为

社会提供矿产品以及初级产品的资源型企业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

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严重的环境影响。２０１３年我国资源型企业工业固

废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占到工业排放总量

的９７．１％、７７．７％、和９２．４％。但是，近期有研究表明，资源型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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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行为表现也已日益明显，虽然还有一些方面的不足。例如，调查中

８４．５％的资源型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了企业目标体系，注重企业环保

形象的有８０．４％，定期开展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管理技能培训的有

７０．３％，员工能积极参加企业环境管理实践活动的有６９．４％，在生产

设计时考虑了节能降耗和循环利用等问题的有８３．５％，选择生产材料

时优先考虑可再生易回收材料的有７７．６％，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了物

料、废物循环系统的有７９．４％，采用环境友好生产工艺有８０．８％。１１这

些迹象表明，企业基于逐利理性的绿化行为也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转

变的内生动力。

三、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与未来

绿色社会建设的成效是多方面的，环境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

基于环境保护的角度，生态环境部负责人用了五个“前所未有”来形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思想认识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

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１２

１１．谢雄标、吴越、冯忠垒、郝祖涛．２０１５．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调查研究［犑］．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２５（６）：５－１１．

１２．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７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３１省份的全覆盖

［犑／犗犔］．２０１７－１１－０７．犺狋狋狆：∥狑狑狑．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２０１７－１１／０７／犮＿１１２１９１６５３６．犺狋犿．

１３．新华网．中央环保督察威力大：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７年两年内完成了对全国３１省份的全覆盖

［犑／犗犔］．２０１７－１１－０７．犺狋狋狆：∥狑狑狑．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２０１７－１１／０７／犮＿１１２１９１６５３６．犺狋犿；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犈犅／犗犔］．２０１８－０５－２２．犺狋狋狆：∥

狑狑狑．狕犺犫．犵狅狏．犮狀／犺犼狕犾／狕犵犺犼狕犽犵犫／犾狀狕犵犺犼狕犽犵犫／．

的确，相关数据资料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突出成效。例如，我国森林覆盖率持

续提高，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１．３８％上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３％；全国３３８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犘犕１０）平均浓度比２０１３年下降２２．７％；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犘犕２．５）平均浓度比２０１３年分

别下降３９．６％、３４．３％、２７．７％；“水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地表水Ⅰ～

Ⅲ类断面比例从６％提升至６７．８％，劣Ⅴ类断面比例从９．７％下降至

８．６％。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是这样作出总结的：“全国

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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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

的积极变化。”

从节能减排方面看，２００８年之后中国犌犇犘的增速明显快于能源

消耗总量的增速。再往前回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万元犌犇犘的能

源消耗量持续下降（参见图４）。笔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测

算，到２０１６年已降至０．５８８吨标准煤。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我

国碳强度累计下降了２０％，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确定１７％的目

标任务。１４前文图１也显示，在二氧化硫排放方面，２００６年达到峰值后

有着持续、加速下降的趋势。

１４．中国政府网．新闻办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有关情况［犈犅／

犗犔］．２０１６１１０１．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狅狏．犮狀／狓犻狀狑犲狀／２０１６－１１／０１／犮狅狀狋犲狀狋＿５１２７０７９．犺狋犿．

图４：１９５２年－２０１４年中国万元犌犇犘能源消耗以及万元犌犇犘煤炭消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狋犪狋狊．犵狅狏．犮狀／狕狋犼犮／狕狋狊犼／２０１５０２／

犘０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３０８２６６５１４５６１．狆犱犳

　　如果说绿色社会建设确实产生了一些显著的环境改善效果，那么

我们仍然应该对此持有以下两个基本态度：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社

会建设方向的正确性，风雨无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继

续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要保持科学冷静，要有不断的反

思精神，充分认识到目前环境改善效果的突击性、阶段性、局部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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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的局部性、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如果没有全

面深入持续的绿色社会建设，目前环境改善的效果就是不可持续的，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难以企及或者难以有效保持的。

为什么这么说？建设绿色社会无疑是形势所逼、规律所在、民生所

需，但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

由：第一，相对于环境系统自身的演变而言，人类的干预和影响仍然是

有限的。一些环境问题很复杂，既有人为原因，也有自然原因，还有人

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努力治理空气污染，但是仍然难

以深刻影响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系统长周期的复杂的演变规律，而这

些往往是加剧空气污染或者抑制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以

说，我们目前对地球乃至宇宙系统运行演变规律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

我们很难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的“胜利”，需要更自觉地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第二，相对于可视性强、具有流动性的和

有明确污染致因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而言，一些可视性不强、易固化

而又致因复杂的污染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其不断的累积性、极端的复

杂性和滞后的社会影响等，这类污染也更难治理，比如说土壤污染、基

因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事实上，这类污染可能对人的健康和社

会持续具有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威胁，而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的应对

还很薄弱。第三，在社会转变方面，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转变行政体系、

行政行为和调整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这是非常艰难的工

作，尤其是持续转变是需要考虑其所面临的客观挑战的。但是，相对于

此，调整生活方式、引导大众行为、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才是更为艰难、

更不易迅速取得成效的事情，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有不足，有效

措施还很有限。第四，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制度的执行是更为复杂、

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习惯，是一个长期

的、复杂的过程，其中甚至还会有扭曲、冲突与反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

关注的，也是可以充分汲取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智慧的重要方

面。我们需要更多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绿化，以日常生活实践为

中心，以绿化生活为目标，更加细致地再造日常生活基础设施、重构日

常生活机会与空间、设置方便有效的日常生活引导，以推动深层次的、

本质性的绿色社会建设。否则，社会表面的变革将会因为深层的原因

而延滞、失灵甚至颠覆。第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变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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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

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仍然具有长期性，我们仍然需要平衡发展与环保，在推动环境保护中实

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社会价值多样化，所以绿色社

会建设过程中也将面临比较突出的环境公平问题。正视并妥善处理好

环境公平问题，将会增加绿色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而忽视和处理不好

这个问题，将会损害绿色共识并加大绿色社会建设的内在阻力。

因此，当前中国的绿色社会建设只能说是曙光初现，其全面实现还

任重道远。真正的绿色社会，不仅需要形成广泛的具有支配性的绿色

共识、科学全面系统细密的制度安排，而且要有严谨有效常规化的制度

执行实践，开发适宜的技术手段和传播知识信息，有广泛的活跃的绿色

社会组织和绿色社会活动，有公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系统性重构与再造。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区域性的绿色社会建设也必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

的影响，需要与外部社会开展有效互动与协调。在当前的发展态势下，

最终的绿色社会必然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社会协调一致的深刻变革，

需要全世界人民切实敬畏自然，珍爱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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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观念的转变

雷　洪

　　如果说社会管理是基于一定社会结构，保障社会运转的效率和建

立社会有序性的方式和途径，那么，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就必须与社会

结构相吻合，并与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相适应。换言之，社会结构、社会

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因此，当社会结

构、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发生变化时，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必须

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然而，社会现存或实际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需求的状况及其变化的

认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管理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即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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