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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乡村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与伦理的内在联系，运用生态学、伦理学相

关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乡村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的伦理对策，寻求乡村土地

利用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中，以乡村土地利用生

态安全为前提，树立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伦理观，把握土地利用生态伦理原则，实践土地

利用生态伦理路径，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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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全面实施，

聚焦聚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土地，乡村土地利

用生态安全是一个不能不关注的问题。运用土地

生态伦理去思考解决乡村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

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目标

（一）土地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地表、地貌、土壤、岩石、水文、气候等

要素构成的自然历史综合体，它包括人类过去和

现在活动的种种结果［1］1-2。土地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也是土地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土地被人

们厚爱和尊重与否，既是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

也是人类社会土地伦理道德问题。土地是一个群

落，是生态的一个基本元素，是应该被爱护和尊

重的［2］1-3。
联合国在1975年颁布的土地评估框架中将土

地界定为：地球表面的某一特定区域，其特征是该

地表上下、生物圈中较稳定或周期性循环的所有

要素，包括大气、土壤、水文、动植物等，以及人类

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活动产生的结果，并对人类和

未来的土地利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理论界主要观点认为：土地利用是人类

通过与土地结合获得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

过程（毕宝德，1990）［3］；是人类对特定的土地投入

劳动力和资本，以期从土地得到某种欲望的满足

（林英彦，1995）［4］；是由自然条件和人为干预所决

定的土地功能（FAO，1985）［5］，等等。综合以上观

点，土地利用是指人类按照自身主观需求，根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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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自然特点，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的，而

采取的改变土地的一系列生物、技术手段，对土地

进行长期性或周期性的经营管理和治理改造。

（二）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的目标追求

城镇化和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大化，城市建设

用地与其他用地，特别是与农业耕地的矛盾越来

越尖锐，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迅速减少，农村土地

数量、土地质量等问题日益尖锐。不可否认，科学

发展、技术进步，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丰

富、经济繁荣；但另一方面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环

境的能力日益提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在土地利用，尤其是农村土

地利用上，这种现象愈加突出。因此，研究乡村土

地利用生态安全的土地伦理问题尤显重要。

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的土地伦理拓展了群体概

念，包括土壤、水和动植物等要素。何为群体？迄

今为止，所有伦理形成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人

类自己是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生命共同体中

的一员。人类的本能促使人类在群体中获取属于

自己的地位而去竞争；而人的伦理观，又促使人类

跟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共同合作，合作的目标是为

了创造对自身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土地利用伦

理旨在扭转人类在“土地—群体”中的征服者角

色，将人类变为“土地—群体”的重要一员，这意味

着必须尊重群体的其他成员和群体本身［2］208-210。
二、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的伦理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人们对

土地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需求越来越强烈。随

之而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赖以生存

的土地生态环境在不断退化，生态破坏对可持续发

展造成威胁，环保运动不仅在经济发达国家，而且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不断高涨，人们深刻认识到生态

环境退化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1］254-256。进入

新世纪，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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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如何更好推进这一战略实施，审思乡村土地利

用生态安全的土地伦理问题是重要一环。

（一）土地生态伦理思想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农

业文明史。在长期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中，积

累了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经验，学会了如何与自然

相协调。在古代，大自然神秘莫测，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被认为是“天人”关系。我国传统文化中都蕴

含着诸如“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意蕴。例如，《周

易》中体现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的境界；《荀子》认为，人不能离开自然

而生存，要与空间、土地等自然相协调；许多儒家

学者认为人与自然有密切联系，两者之间存在着

共同感，也就是说，天地的不断运动对人类产生了

一些影响，人类的活动也对环境产生了影响，“天

人”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信息交流互换网。

“天人合一”已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要特

征。各流派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的

基础上或受其影响。自然界中存在人性，人性中

存在天性，这是古代对环境伦理的简单思考。

在工业文明时期，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展开，资

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类生存环境

不断恶化，引起了人们对环境生态伦理、土地生态

伦理相关问题的广泛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和法国学者施韦兹提

出“人地和谐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

宿”。土地伦理是生态伦理一个分支。它最初是

由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于 1933年创立的，主张将

伦理学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必须

扩展道德辩护的概念，包括自然界的本身，关注、

协调人与大地的关系。其次，道德权利的概念应

该扩展到自然的实体和过程。“应该确认植物、动

物、水和土壤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

利。”他的土地伦理学主张扩大道德社区，指出伦

理学的发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研究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第二步扩展到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

步进一步扩展到研究人与地球的关系。同时，地

球伦理改变了人类的地位。“从人类是大地—社会

的征服者转变为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

味着人类应该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

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另外，土地伦理需要建

立新的伦理价值观。人类“必须抛弃那种合理的

土地利用只是经济利用的传统思想，要尊重生命

和自然界，既要承认他们永续生存权利，又要大地

的责任与义务”［6］45-48。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

年鉴》中提出土地伦理思想，认为人类对土地有道

德责任，人类与土地是地位平等的权利主体，要限

制人类在人地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因此，在人和

自然的关系中反对“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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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

自然共同体中的好公民［2］197-212。人应该延续良心

和责任，关心和保护自然［1］256。
进入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是总结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实践经验基

础上的又一次理论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发挥好土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

载体作用。要把土地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乡村振兴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总结人类对土地的

利用方式，从生态思维和生态实践高度去尊重土

地、保护土地、有效利用土地，正确应对我们正面

临的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

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

（二）土地生态伦理内涵

基于社会生态视角，伦理是对生存斗争中行

动自由的限制；而从哲学角度来看，伦理反映了社

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差别。它们是对同一事物

的两种不同定义方式，传统的伦理道德被用来处

理人际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在伦理观念

中，才增添了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内容。而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经济性所主导，

对于人而言，其中只包含了所需的特权，却对所需

承担的义务避而不言［2］208-223。人与土地上生长的

动植物的关系急需人与土地之间的伦理来

调整［7］。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

催生了土地伦理的研究。人们对土地利用的观点

也发生了变化［6］38-39。法国思想家、现代生态伦理

学奠基人之一施韦兹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

的关系，认为需要调整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强调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时曾经指出：“只有当

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看作和他同胞的生命一样重

要时，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他认为，伦

理学不是从外部转到人，而是在人的内部产生的。

当从伦理学的高度提倡保护地球上生命时，他是

根据生存愿望的概念来建造自己的伦理学［8］。利

奥波德提出“大地共同体”概念，把大地看作“一个

完整的集合”，并从这一概念提出新的伦理学原

则：“当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

和美丽时，他是正确的。否则，他是错误的。”他认

为，伦理学道德规范需要从调节人与人之间或人与

社会之间关系，扩展到调节人类与自然界，将道德

权利延伸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其他自然界实

体，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

利［6］46-73。J.B.Callicott是当代著名生态伦理学家，他

认为：“生态关系决定着有机体的性质，而不是相

反。一个物种之所以是它现在的样子，是由于它已

经适应了生态系统中的小生境。因此，整个生态系

统本身完全创造和塑造了其组成部分。”［9］土地伦

理学并没有公开赋予生物界的每个成员平等的道

德价值观，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应该通过他们与

利奥波德大地共同体的特殊关系来衡量［10］。李全

庆（2008）认为，土地生态伦理是人地关系的道德原

则，是人与土地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总

和，是人地协调发展的道德要求［11］。赵哲远等

（2004）认为，土地生态伦理学是研究土地生态系统

中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其他实体的道德态度和行

为［12］。陈美球等（2006）认为，土地生态伦理是指土

地资源利用中的人类行为标准，是基于一定的道德

价值观，其核心就是善待土地，视土地为人类生存

的伙伴，把人类与土地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

体，将人类社会的伦理范围扩展到土地，倡导尊重

土地、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13］。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土地

生态伦理（学）是基于土地生态学、土地社会学、生

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的相关原则进行土地的人类

生态伦理研究或土地环境伦理的应用，是人与土

地关系中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结

合［14］。土地生态伦理有以下主要内容：其一，人类

只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从根本上来

讲，人类毁坏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等于毁灭了人

类自己［15］。其二，土地资源是自然综合体，也是人

类生产劳动的产物。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

会属性，具有有限的、固定的、可持续的、稀缺的、

共享的等特性，要求人类在利用土地时，要按照土

地发展规律，尊重、善待和维护土地资源，切实提

高土地利用率。其三，树立正确的土地利用价值

观，建立起良好的人类与土地之间道德关系，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土地，实现人地间权利义务平等。

应该放弃“我们是天生的领导者”的错误认识，放

弃把对土地的破坏性改造视为对自然胜利的观

念，努力建构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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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新的土地伦理［16］。
（三）土地生态伦理基本原则

土地生态伦理（学）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它

把人的道德对象范围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展到

人与自然、人与土地间关系的领域。它遵循新的

道德规范、基本行为准则，不同于传统的道德规

范，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维护土地的生

态平衡。这些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人对土

地的行为怎样才是道德的，以及应当反对哪些不

道德的行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具体原则：

1.友善原则

在土地规划利用中，“善”是最高的理念，这是

柏拉图提出的一个理性主义伦理学命题。“善的理

念是最大的知识”［17］，“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

识”［18］。亚里士多德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

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

为目标”［19］。梭罗的《瓦尔登湖》展现了对大自然

的向往。他把大自然视为人类导师，从人与自然

关系的角度来确定善的内容，如健康、自由、友谊、

简单、宁静等。在土地使用时，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土地，注重协调人地关系，用友善之心，多予

少取，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土地的伤害。以绿色发

展和生态理念，保持土地的活性和土地生态系统

的稳定。

2.公正原则

“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

的东西。”［20］对土地开发利用，要追求其社会性、公

正性，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追求土

地资源和生态资源协调可持续利用。妥善处理人

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互利关系，处理好城乡、

区域以及代际之间的土地利用关系，处理好土地

规划利用的经济与生态、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

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作用，为美丽乡村

和美丽中国建设做贡献。

3.节俭原则

“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这

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命题。“资本增

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

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21］从根

本上讲，节约劳动产品或商品的消费和使用，是对

人们自身劳动价值的尊重和珍惜。节约自然资源

意味着尊重自然；节俭不仅意味着尊重他人的劳

动，也是对每个人的一种自尊。当下，不论是考虑

人多地少的国情，还是着眼未来造福子孙，都要维

持好自然生态系统和土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尽可

能秉持节俭原则使用自然资源，任何形式的土地

使用都要把节俭原则放到首位。

4.平等原则

平等是一种崇高的理念，更是一种至上的美

德。美国著名的政治伦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提出

重要性平等的原则和具体责任原则，体现的是一种

伦理观：他们不仅要求政府承担平等关切其社会公

民的道德责任，而且要求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

公民承担相关的道德责任［22］。人与土地的关系应

该是一种平等的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两者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土地规划使用要保证代内与代际、城镇与

乡村在土地利用中的平等权利，用经济、政治、文化

和生态等手段，在土地使用过程中趋利避害，制止

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排外、自保等地方性或区域性

的不合理甚至违规的行为或政策措施。在土地生

态平衡的前提下，土地上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都必

须受到尊重和善待，都享有不受破坏的自然生存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做到人与自然、人与

土地间的平等相待、和谐共生。

5.保护原则

“资源保护是人与土地之间和谐一致的一种

表现。”［23］土地利用是追求效益的活动，在追求效

益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保护，应充

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的统一。土地规划

利用必须讲求综合效益，还要进行充分的保护，使

土地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为后人留下良好的生存

条件。过去人们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对土地进

行掠夺式利用而遭到自然界报复的事例不胜枚

举。人对自然界的重任应是“科学地利用，明智地

使用”，“保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利用、利用每一部

分土地和资源造福人民”［24］。因此，土地利用要遵

循自然生态规律，采用有利于人类和土地系统共

生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方式，追求物质发展、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三、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伦理应对

倡导土地生态伦理，有利于缓解人与土地之

间的矛盾，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与

土地利用相关的问题。

（一）经济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中，土地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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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从经济层面来看，在利用土地过程中，运用

土地生态伦理，协调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

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一是要充分考虑土地供给的

稀缺性、土地用途的多样性、土地利用变化的难度，

土地增值、土地收益减少的可能性，土地利用方式

的相对分散以及土地利用的社会性。二是要根据

土地生产水平、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土地所有权、使

用权进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土地规划最大限度的

利用效益，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同时尽量

避免对土地的损害。正如利奥波德所言：“我们滥

用土地是因为我们将其视为商品，只有当我们将其

视为合作伙伴时，我们才能以爱和尊重的方式使用

它。”三是要注重土地生态伦理，强化人们土地利用

和保护意识，走绿色、生态、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道路，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

（二）法治路径

运用土地生态伦理观治理土地，还需法治来

保驾护航。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运用好

制度、政策、法规，培养出专业执法队伍尤显重要。

一是改革完善相关土地规划利用的制度政策，完

备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在当前乡村土地规划利

用中，缺乏对土地利用行为的科学研究，片面追求

经济发展速度，多取少予，无序无节制开发土地资

源。因此要改革完善政策考核指标体系，注重土

地规划利用生态伦理的前提基础，加大执法力度，

有效遏制对土地规划利用的非伦理行为的发生。

二是加大土地规划利用中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遵循土地用养结合原则，弘扬土地生态正义。在

土地规划利用前，就要注意生态保护、土地养护的

生态平衡，及时修复已遭破坏的土地生态系统，严

防对土地的污染、侵蚀，始终保持土地健康良好的

发展态势。三是按照土地生态伦理要求，健全土

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新时代、新矛盾、新要

求，制定完善土地法律法规，运用行政、法律和道

德资源，更好地促进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实现土

地资源价值。

（三）文化路径

土地生态伦理文化属于伦理文化一部分［25］，是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人们

从事土地规划利用等活动的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

土地生态伦理文化，是指人类针对土地观念、土地

知识、土地信仰以及体现在土地规划利用等一切活

动中的人们行为方式和习惯。土地生态伦理文化

对人们的土地行为与土地需求产生积极影响，为此

要大力弘扬土地生态伦理文化。一要运用好土地

生态伦理文化，转变人们对土地规划利用的理念、

途径、方式和方法，推动从事土地相关活动的人员

提升伦理文化素养，为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二是为了

更好地推进土地利用生态格局和规模经济协调发

展，要大力加强土地生态伦理文化建设，有效吸收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加强土地伦理教育，整合土地

伦理道德和文明意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土地

伦理文化相协调的机制和实践。

（四）社会路径

土地生态伦理要求人们将土地置于与人平等

的地位，将社会上适用于人类的道德规范移植到

土地资源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土地资源利

用规划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要注重其自身主体性，

还要关注土地的主体性，要有意识地用生态伦理

观审视土地利用规划的问题，正确把握土地利用

的政策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为此，人们需要彻底改变只注重土地经济效

益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土地的良好氛围，

大力弘扬和谐友好的土地生态伦理价值观念，宣

传爱护土地、保护土地资源的土地生态伦理观，促

使人们改变传统土地利用、规划开发中“以人为中

心”的观念，坚决抵制不合理的、无节制的土地利

用开发行为，形成人与土地、土地利用生态安全和

土地生态伦理协调发展的新伦理观。

（五）生态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面对日

益恶化的土地利用系统，把土地利用生态知识和

伦理思想渗透到各种土地规划和利用技术中，是

实现土地利用生态伦理观的生态技术途径，例如，

通过积极开展土地资源的生态伦理评价，将土地

利用的生态伦理行为和生态技术标准纳入土地利

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土地生态伦理思想和原则

融入政策法规，承担土地生态责任，推动土地生态

整合、土地生态平衡、土地生态补偿，在土地规划、

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和土地保护中全面贯彻土地

生态伦理思想［26］。
四、结 语

土地生态伦理是协调土地利用的一种思维方

式和手段。土地是农业之脉，强农之源；农业是立

国之本，强国之基。振兴乡村，要大力弘扬土地利

乡村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的伦理审思

-- 5



用生态安全观，正确把握土地利用生态伦理原则，

力求达到人与地的和谐发展。记住乡愁，实现乡

美，真正让生态伦理理念植根人心，把农业发展为

大有可为的产业，把农民变成有吸引力的就业岗

位，把农村建成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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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Consideration on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 Use

JI Jun-cai1，2
（1. School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Hef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 use and ethics，and proposes
the ethical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 use by us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ecology and ethics and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analysis，and seeks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 use. In order to overcome
poverty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rural land use as the premise, establish the ecolog⁃
ical security ethics of land use, grasp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land use, practice the path of ecological ethics of land
use, help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land use；ecological security；eth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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