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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世界的史啊 国之 ．有 多优 良传统成为圊家宝贵的 富．町持续发展传统便是 

奠 ．创万世基业是其目标 为实现这 目标．前先是建 ●和谐的大同社会，实现老有所养 壮冉所 

用．幼打所葬；其次是以知识为基础．建屯经济社会发胜1j自然环境相 调的人地关系．将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 惑保护、环境治理、资谭爱惜结合起 使其成为 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 则：第 

_I是从我做起 以 自已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别^ ，营造 良好的内讣环境 达到共 同的呵持续发展 为 

世界和全人娄缔造美好的共同未来．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中国 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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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发展的历史有 

数千年之久，迄今仍以占世界 6 的土地、7 的耕 

地养活 占世界 22 的人 口．在全球无 与伦 比 根据 

1 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 

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 

能力的发展．从这一定义 町见．中国在农业经济时 

代 ．始终是全球的经济超级大国，这与人口的增长， 

人类迄今累计的人 口总数约 830亿，而中国累计 的 

人 口数约 330亿 ，约 占人类总数的 40 ．而资源和 

环境未遭大的枯竭和破坏 ，未曾削弱后代人满足需 

要的能力的发展；工业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曾落 

在工业国家后面．但近半个世纪 以来 ，中国工业经 

济的发展，也是世界瞩 目的典范 ，这说明 高度发达 

的农业经济，并未损 害后代人发展工业经济的能 

力；当今世界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经济阶 

段，中国基本具备这 能力．其中的奥秘．值得科学 

地研究．加以准确揭示，这不仅对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意义十分巨大，因为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而 且 

对 全球可持续发展 ，意义巨大．因 为关乎 人类 的 

未来． 

传统是由历史沿转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 

术、制度等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包括可持续发 

至 统I窖蔓羔 

展的思想、道德 、风俗、艺术、制度等．首先体现在思 

想 上．这就是 以人为本 ，规范人的思想、行为．由于 

人抽去了 白然属性 ．因而是社会的人 ，人代表着社 

会．《四书》中的首篇《大学》．开酋便写道 ：“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垒善．” 一个社会的 

灵魂是道德，主体是人民，由道德去建造社会 的形 

式．由人们去构筑社会的精神．所以≤大学≥中说： 

“古之欲明明德下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敞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而此中的 格物”和 致知”台 

起来 ，也称为格致，被认为是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 

得知识 ，这就说 明中国先贤们试图建立的社会，是 

文明知识的社会．3 000余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时 

代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知识的农业经济传统． 

2 环境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模式一是自发展模式．即 

其发展 自始至终皆是有I一定卒间、一定民族纯粹利 

用其 自身的人 口、资源和环境 ，进行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以中国 3 000余年的农业文 

明最为典型；■是外发展模式．即由外来人口、外来 

资源发展的经济社会 ，以欧美发达国家最 为典型： 

三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模式 中国农业经济据考古发 

现．有 7 000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 ，大约 4『l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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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即尧的时代开始．尧 ．传说是公元前 22世纪 

时中 占部落联盟 的领袖．后被尊崇为中华民旌的 

始祖之 一．有 记载的中国历史的首位人物．《尚 朽 

中的《尧典≥即是记述他的文献．尧的时代．《尧媳≥ 

说 ：“帝曰：‘咨j网岳：汤汤洪 水方割．荡荡怀山襄 

陵．浩浩滔天：F民其咨；有能俾义⋯。．盂子(约公 

元前 372～前 289年)也说 ：“ 尧之时 ．天下犹未 

平．洪水横流．泛滥十天 r；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 

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当 

时是 ·派原始生态景观．人类还处下生物牛存竞争 

之中．部落首领的尧．开始人类生态建设．先是以实 

际的人品和行动．构建和谐的人类社会．《尧典》开 

首便写道 ：“口若稽古 ．帝尧 日放勋．欲明文思安安． 

免恭克让 ，光被叫表．格 于 已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 

族．九族既睦 ．平章 姓．百姓昭明．协和H邦。黎民 

于变时雍” 然后对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洪水进行 

治理．这就是鲧的治水．但由于鲧 遵从 自然规律． 

采取堵的方式 ，结果治水失败 ．尧将部落联盟茁领 

的位置弹让给舜． 

舜继位之后．重 用耐 个能人 ：益和 禹．孟 子在 

《滕文公上》中写道：“尧独忧之 ，举舜而敷治焉．舜 

使益举火．益烈 山泽而焚之 ．禽兽逃匿．一 益的功 

绩后世的评价不足很高．特别是和大禹治水相较 ． 

更 可 比拟 但人类作为 自然的一员．其生存受到 

动物的生死竞争．生命安全没有基本保障 ．社会还 

怎样形成?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是因为掌握 _r 

火的使用 ．“禽兽逼人 ．兽蹄鸟迹之道交丁中国”的 

局面．才会从根本上政变．治水很难，但困洪水足雨 

季的产物，泛滥之害也仅危及低洼之地 ．山地、丘陵 

和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都难受其害．而火的使用． 

特别是火种的获取 ．义要住山林和平原水乡皆能用 

作为武器．驱除野生禽兽 ．难度更为巨夫．焚烧森林 

和草丛．除了驱走野禽、野兽外 ．还是进行土地开发 

的先行措施，是农业发展的必须步骤．在中华占代 

文明的建设 卜．益的功勋不可抹煞． 

盂了在《公孙丑下》和《滕文公上》中．两次彰述 

禹的功绩 ．前者说 ：“禹疏九河．瀹济 、漯．而沣诸海； 

决汝、汉，排 准、泗 ，而注之江．然后 中国可得而食 

也． 后者 义写道：“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 

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F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 

闩：’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故之菹．水由地 中行 一江 、淮、 

河、汉是也．险阻既远．乌兽之害人肯消．然后人得 

平土而居之． ‘禹治水．这是 中华 民族 史上的壮 

举 ，功绩彪炳千秋万世．益和禹进行的都是农业发 

展的基础建设 ； 稷 的功绩．是农、I 的赢接开拓． 

尚书 ·益稷 ；中记载：”禹门：⋯⋯簧稷播 ．奏庶艰 

食、鲜食．懋迁有无 ．化居 燕K乃粒．万邦作 正” ． 

农址经济的开拓 ．是艰难的．益和禹的基础建 

设 ．下难万险．终使广袤的中华1人地 ．"辟为富庶的 

农业大国．而农业发展了． 等于可以持续的发展． 

在 中周农、J 文明诞 ．的先后 ．臼-度河、阍河、尼罗 

河 、格兰德河等流域也诞 t丁农业义明．但这些古 

代文明后来都衰落 r．根_本原因是牺牲了资源和环 

境 ．导致 r沙漠化 ． 中幽 占代文明却延续到今天． 

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3 生态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内容 

《礼记 ·月令 这是《 经≯中的内容．据说 

礼记 由孔于整理m】成．是规范人们{ 为举止的作 

． 《月令 是 篇反映秦岭 淮河． 我国南北交 

界地域 自然特征、行政管理、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的 

行为规范 ；义是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德性文本． 

上至皇帝(天 f-)和百官 ．F至平民百姓共同遵守的 

规章制度；义是世界 第 +个l1J持续发展的宪章． 

《月令≥是以 一年中的 1 2个月．每月的特征．皇 

室政府的行政管理．生产发展和牛态保护 的条々． 

如元月．”是月也；天 乃以冗日祈谷于 上帝．乃择 

元辰 ．天子 亲载末丰口．措之 f 参．保介之御问；帅二三 

公、九唧、诺候、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i公五 

推 ．卿、诸侯九推；反 ，执爵丁大寝 ． 公 ．九唧、诸侯 

皆御．命同’劳酒 ．”这是春耕开始的仪式．或说是 

开耕典礼 接着是生产的管理：“是月也：天气下降． 

地气上腾．天地和1百J．草小萌动． 令布农事．命田 

舍东郊 ．皆修封蠼 ．审端径术：茸丰H丘陵．孤险、原 

陧、土地所宜，五谷所殖 ．以教 导民． 躬亲之．田事 

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有了这样的指导和管 

理 ，生产的发展便奠立 r基础．但这只是时间很短 

的措置．还必须有长远的髁障．这就是生态的保护． 

《月令≥中元月的保护是：“是 也：命乐正人学 

舞．乃修祭典 ．命祀ilJ林川洋，牺牲毋用牝 ；禁止伐 

伐木t毋覆巢．毋杀孩虫 、胎天、E鸟，毋魔母卵 毋 

聚大众 ．毋置城廓 ；掩骼埋黹”．内中的“毋”是禁 l卜 

的意思 ．由于《祭 典》是政府臂更布的法规 ．也是人人 

遵守的公德，将l牛态的保护 j生产的发展相提并 

论．这在人类的古代．实在是超越时代的先进． 

月令》匝按 月规定生态保护的内荦筝： 

2月：毋竭川泽 ．毋漉陂地 ．毋楚山林 ： 

0月：循行国邑．周视原野 ．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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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路．毋有障塞； 

4月：继长增高 ．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 

伐丈树； 

5月：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曝市 ；门闯不闭． 

关市毋索 ；⋯⋯游牝别群 ．则絷腾驹 ； 

6月 ：树木方盛，乃令虞人人山行术，毋有斩伐；上 

润溽暑．大雨时行 ．烧雉行水．利以杀草 ．如以 

热汤．可以粪圈畴．可美土疆 ； 

7月 ：农乃登谷．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 

备水潦： 

8月 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 食．乃命有 _]趣民 

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9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域 

其户 ； 

10月：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予取怨于 r； 

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11月：农有不收藏秘 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 者．取 

之不 诘；山林泽 薮． i能取蔬食．田猎 禽兽 

者．野虞教导之； 

12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会告民出五种； 

命农计耦埋事 ．修末耜．具田器． 

这是很完整的生产管理、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条令．其原理．孟子有很好的揭示 ，他说 ： 不违农 

时 ．谷不可胜食 也：数罟不入 湾地 ．鱼鳖不可胜食 

也 ；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术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 

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也．养 

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人口、资源、环境和经 

济社会的拂调发展．在这里被统一起来． 

4 实现大同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中国古代号称礼义之邦，这种传统源于社会发 

展的可持续，即大同思想．孔子在《札记 ·札运》巾 

写道：“大道之行也-天 F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能亲其亲，不能子其 了：使老有所终 ．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 

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 

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之大同 ．大同的 

思想，由于过于理想，在占代要完全付之实现．是很 

难的．但它作为理想，激励了无数的贤人志 上．为之 

实现它前仆后继地 为之奋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便将“天下为公”作为其革命纲领． 

太同思想作为传统，首先反映的是积极的代内 

公平．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婴幼儿、矜寡、孤独、 

残疾 人．都各有所养：壮年人各有所用．没有失业． 

社会祥和安定 ；其次星没有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土 

壤．没有恶势力的为非作歹．没有盗贼的窃掠扰乱． 

社会的安定便有 了保障；第 三足选贤任能．任人唯 

贤．反对任人唯亲．为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创造适 

宜环境。实现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公、F与和谐． 

孔子的大同思想 ．孟子以商末周初的历史加以 

示范说明，孟子日：“伯夷辟纣 ．居北海之凄．闻文王 

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大公辟 

纣 ．居东悔之滨 ．闻文王作 ．必日： 盍归乎来?吾闻 

西ffl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 

五f 之宅 ．树墒下 桑 ．匹妇蚕之 ．则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鸡 ．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百南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关 ；所靖西 

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付、畜．导其妻子，使养 

其老．五十非 帛不暖．七十非 肉 饱．不暖不饱 ．谓 

之冻馁 。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社会的发展可 

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是西周创建者、商封的西伯、 

周族领袖姬昌．在其所属领地曾付之实现的社会现 

实 ．并以其为号 ．实现天 r归附．最终由他的儿子 

姬发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 了周期 

代内公平．除了老有所养外，关键是矜寡、孤 

独、废痰者有所养．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这是代际公平的体现 老、壮、幼 =代．分别 

用终 、用、长加 概括z老年人能善始终．说明他邪 

代人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并术损害后代人的满 

足需要的能力．后代人才能提供很好的条件．使其 

安度晚年，有了自己的归宿；而当代人年富力强．为 

社会创造财富．关键是各尽所能，各得其用．使其有 

施 展才能的场所与舞台．故“大道之行 也．天下 为 

公 ．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亲其亲．不能子 

其 ”，才能使当代人都能为社会作出其应有的贡 

献 ． 能对上瞻养老人．对 r抚养子孙．所以 壮有 

所用”的核心足有所用：后代人不仅需要当代人 的 

哺乳喂养．还要为其将来创造生存的条件，培养其 

为社会服务的知识本领 ．使其能茁壮成长，“幼有所 

长”比之幼有所依 ．幼有所爱，更能贴 叼科学．充分 

体现了代际的公平． 

占代中国先贤不惟要建立本国、本民族的 持 

续 发展的和谐社会．而且不以牺牲别国、别 民族的 

利益为代价．孔子在《中庸》巾写迫：“唯无下至圣． 

为能聪 叫睿知，足“自 临世；宽袼温秉．足以有存 

也：发强刚毅 ．足以有执也；齐庄巾正．址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这是 井外交人员的代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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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溥博渊泉 ，而时 出之．溥博 如天，渊泉如渊．” 

这是讲对外交往中的态度．让A宵高深莫测叉源源 

不断之感；“见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行 民 

奠不说．”这是|并外事人员效应表现；“是 以声名洋 

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这里的中国．指关系密切的 

近邻．如春秋时的众多诸候国和战国时的七强 ．这 

些诸候国间外交．在 当时是主体外交；蛮貊指 ·些 

边远的部落国．国与国间的关系强调以自身的模范 

行动影响作为指导方针．和平友好，密切联系．所以 

接 F来便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 ．地之 

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 儿有血气者．莫 尊亲， 

故 [=_l配天．”绝对没有不尊重国家主权的问题． 

5 结论 

上述 内容，是中国蛀早书籍文献 中的内容，离 

开现在最晚也有 2 300年的历史．但作为传统，却 

代代相传．直至今天仍是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阴 

书五经 》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精髓，上述 内容便是儒 

教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而与懦教产生同时 

蚺 31巷 

形成的道教 ，更以“天人合 一”为宗旨-削明人类社 

会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 ，将留在 后再加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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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ditions in ancient China 

1 IU Sheng jia 

(Sustainable 1)evelopmenl Resea rch[nsl Jlut~．Centra[China Norifla J University，W uhan 4 8(11：79I 

Abstract：Chl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an old civi1[zat[on in the world．Many fine 

traditions have beco／oe precious wealth of the count ry．One of them is the thou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s g6al is tO create fundarnenta[and great C~use el ernally． Fo 

realize this objective．the first measure，is tO estabtish the Great Harmony in which[1oth 

the old and the young could be supported and the adult could be in full play． lhe second 

one is．based on knowledge．tO establish harmonious man made relat[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combin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rovement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envirotlment 

management and cherishing resources． and to make them the codes 0f hics and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all the people．The 3rd one is tO start from oneself，using one’s 

own exemplary behaxdour tO influence others and construct a good circttrllstance inside 

and outside tO reach the commonly sustainab[e dex elopmeW．and found a cotnmon 

beautlfU1 futu re for the world and the whole mankind．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cient China； t raditions； Great Ha rn1unv；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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