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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在利用森林的同时也对森林产生了崇敬心理，
并以之作为审美对象。 从文化传承、 生态意境、 社会意义、 文学及美学意象等视角， 就森林自然美所蕴涵的有关问题

进行探讨。 森林既是人们欣赏自然美的主要对象， 更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要素， 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证。 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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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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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ery crucial element in hum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fores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human’s existence. People start to show their respect to the fore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itation and
regard it as an aesthetic object. The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forest and its
relevant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significanc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imagery， evide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 21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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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of man’s residence； comparing the nature of one ratural object to a person’s moral

随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文化和森林美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 生 态文化以人类自身的生存过程和生态环境为对象， 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生态效

应。 森林美学隶属生态文化， 是关于森林美的学说。 森林是以林木为主， 包括与其相互作用的林地、
其他植物、 动物及微生物等因素的有机总体。 这些森林自然物的形象和属性， 是构成森林自然美的物

质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森林美的形象性及其思想的、 社会的人文内涵和美感反映， 有过精辟

的表述， 是中国丰富的森林文化中的瑰宝。

1 森林与生活， 森林美的文化传承

中国是古老的农耕民族， 对森林的认识和利用是先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

经》 中提到的植物有 100 多种， 仅在篇名中标出的木本科就有桃（《桃夭》《园有桃》）、 棠（《甘棠》）、 梅

（《摽有梅》）、 檀（《伐檀》）、 刺榆（《山有枢》）、 椒（《椒聊》）、 赤棠（《唐风·杕杜》《小雅·杕杜》《有杕之

杜》）、 白榆（《东门之枌》）、 杨（《东门之杨》）、 棣（《常棣》）、 桑（《隰桑》《桑柔》）、 白桵（《域朴》）等等。
最能从植物生长及时序更替中体现先民生活规律的是《诗经·七月》。 该诗讲的是农事与劳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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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桑树、 枣树和樗树。 枣树的果实同稻米一样都是酿酒的原料， 可为老年人补养身体（“八月剥

枣， 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 ）樗树可作燃料（“采荼薪樗” ）。 桑树讲得最多， 先是一般地讲

采桑养蚕（“爰求柔桑”）， 然后几乎是叙述了养蚕、 采桑和染丝的全过程：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 蚕

月条桑， 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 猗彼女桑。”［1］410 8 月割下茂盛的芦苇， 准备来年做养蚕的蚕箔。 3 月

开始养蚕， 要采桑叶， 长得又高又大的枝叶需用专门的斧头把它砍下来， 那些小桑树就只采点叶子。
然后待到 8 月织成了麻布， 就把丝织品一起染成了鲜亮的红颜色。 可见蚕桑枯荣， 农事更替， 树木的

合理利用已成为农耕文明的特征， 表明人类已由臣服于自然跨越到了利用、 控制自然的社会形态。
林木与人的密切关系还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根据森林树木的

物性特征和实用价值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质。
梓、 杞、 桑： 梓木生长较快， 木质轻软耐朽， 故常用作雕刻印书的木版， 引申为印刷， 如付梓。

古人又称木工为梓匠、 梓人， 柳宗元有《梓人传》， 后世亦称建筑工人为梓人。 梓还是儿子的代称， 父

亲称乔， 乔梓即指父子。 杞也是优质木材， 杞梓常被比作优秀人才， 《晋书·陆机陆云传》： “观夫陆

机、 陆云， 实荆衡之杞梓。” ［2］984 梓和桑都是古时家宅旁常种的树， 出门在外的人见此二树容易引起对

家乡的思念， 故乡亦称桑梓。 柳宗元《闻黄鹂》： “乡禽何事亦来此？ 令我生心忆桑梓。”［3］3 957

梨枣： 因木质坚硬， 旧时刻书也用梨木或枣木， 故而梨枣为出版的代称， 如： 付之梨枣。 劣质文

章或滥印发行无价值的书， 称为灾梨祸枣。
楮： 楮树皮可制桑皮纸， 因以楮为纸的代称， 楮墨指纸和墨。 宋时印发的纸币叫楮币。
椿萱： 古称父为 “椿庭”， 母为 “萱堂”。 《庄子·逍遥游》： “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

千岁为秋。” ［4］11 大椿长寿， 后以椿为父的代称， 以 “椿龄” 为祝寿辞。 牟融《送徐浩》： “知君此去情

偏切， 堂上椿萱雪满头。”［3］5 317

桂宫： 传说月中有桂树， 故别称月为桂宫， 亦称桂魄。 沈约《八咏诗·登台望秋月》： “桂宫袅袅落

桂枝， 露寒凄凄凝白露。”［5］1 663 苏轼《念奴娇·中秋》： “桂魄飞来光射处， 冷浸一天秋碧。” ［6］425

桃符： 古时习俗， 元旦用桃木板写神荼、 郁垒二神（传说中能治服恶魔的神， 画像丑怪凶恶）， 悬

挂门旁可以压邪， 即桃符。 王安石《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7］6 685

楸枰： 楸树端直， 木材细致耐湿， 旧时多用它制棋盘， 称楸枰。 苏轼《席上代人赠别》： “莲子擘

开须见忆， 楸枰著尽更无期。”［7］9 178

檀口、 樱唇、 梨涡、 桃脸、 柳眉、 柳腰： 檀木呈浅绛色， 檀口是形容红艳的嘴唇， 唐末韩偓《余

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 “黛眉印在微微绿， 檀口消来薄薄红” ［3］7 825； 樱唇， 比喻美女的

嘴， 因其小而红润如樱桃； 梨涡是指女子脸上的酒涡或笑靥； 桃脸， 形容女子脸面如桃花色好看； 柳

眉， 形容女子眉毛修长秀美像柳叶； 柳腰， 形容女子腰枝像柳条一样柔软， 韩 偓《频 访 卢 秀 才》： “柳

腰莲脸本忘情”［3］7 828。
杏林： 相传三国时吴人董奉为人治病， 不受报酬， 只要求病愈的人为他种杏树数株， 几年后蔚然

成林（事见葛洪 《神仙传》）。 后世常用 “杏林春满” “誉满杏林” 来称颂医家。
在中国丰富多彩的成语中， 也有很多是跟树木花草有关的， 如： 树大根深、 盘根错节、 本末倒

置、 拔树寻根、 寻枝摘叶、 缘木求鱼、 一叶知秋、 节外生枝、 蚍蜉撼树、 守株待兔、 移花接木、 草木

知威、 竹苞松茂、 指桑骂槐、 李代桃僵、 桃李满天下等。

2 森林与人居， 森林美的生态意境

2.1 绕屋树扶疏的人居环境

人们对林木的基本认识， 一般停留在对它的实用价值上， 如盖房子， 打家具。 另如王安石《桃源

行》说的： “此来种桃经几春， 采花食实枝为薪。”［7］6 503 即食其果实， 燃其枝叶， 采其花以食用或药

用。 作为 “绿色金子” 的森林， 既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 保存物种多样性， 又有平衡生态、 净化空气

等保健作用， 怡情养性， 使人感到身心舒畅。 人类最初的审美效应可能就是从这里生发的， 对此， 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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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过亲身的体验。
王安石辞归故里的第 2 年， 写了 5 首著名的《归园田居》诗， 抒发他的归耕隐居之乐： “方宅十余

亩， 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 虚室有余闲。”［8］76 这是一幅充满自然淳朴和恬静安谧之美的淡墨画， 榆、 柳、 桃、 李、
桑等树木营造了一个优雅的人居环境。 “蔼蔼堂前林， 中夏贮清阴。”［8］144 “孟夏草木长， 绕屋树扶

疏。 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8］393 鸟因有枝叶繁茂的树木庇护而欢欣， 我因草屋而有所依托， 屋因

有众树环绕而受到荫庇， 所以我爱我的草庐。
2.2 关于 “荫” 的情结

在陶渊明的笔下， “荫” 不仅是荫蔽、 荫翳（遮阳乘凉）的意思， 更有荫庇的含意， 比喻大自然保

护人类就像长辈照顾晚辈， 祖宗保佑子孙一样。 《止酒》云：“居止次城邑， 逍遥自闲止。 坐止高荫下，
步止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 大欢止稚子。”［8］286 他把 “闲坐在高树浓荫之下” 同 “散步在柴门里边” 及

“园中蔬菜好味道， 稚子承欢太高兴” 等并列， 作为闲居城郊， 逍遥自得的重要条件和内容， 即所谓

“坐止于树荫之下， 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9］287 《与子俨等疏》云： “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8］529 读书有得， 废寝忘食， 固然是人生乐事，
而树木荫鸟， 变更鸣声之自然景观， 又何尝不令人心旷神怡！ 因此他构建的理想社会 “桃花源” 中也

少不了 “桑竹垂余荫” 的意境。
陶渊明表现 “荫” 的思想， 通常用飞鸟归林来作比说明。《归鸟》首章云： “翼翼归鸟， 晨去于林。

远之八表， 近憩云岑。 和风不洽， 翻翮求心。 顾俦相鸣， 景比清荫。” ［8］53 晨出晚归的鸟儿， 庇护它们

身影的是林木的清荫。 诗人以鸟喻己， 他辞归后虽生活清贫， 却精神悦安， 这是得益于他住处的优良

的生态环境。 同样， 他又以失群之鸟自比， 以孤松有荫为喻： “因值孤生松， 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

木， 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 千载不相违。”［8］245 表示隐耕不渝， 永不违弃。
2.3 钟爱园林

陶渊明作品中还经常提到 “园林”， 辞归前已有之： “静念园林好， 人间良可辞。”［8］191 “诗书敦宿

好， 林园无世情。”［8］193 辞归后更有之： “蔓草不复荣， 园林空自凋。”［8］223 “阶除旷游迹， 园林独馀

情。”［8］175 这里提到的 “园林”， 很可能是陶渊明住宅区的绿地， “有客赏我趣， 每每顾林园”［8］115 可证。
这样说来， 陶渊明辞归以后就不只是 “种豆南山下” 和 “采菊东篱下”， 还有林园树木需要照料， 说

明林木在陶渊明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陶渊明以林木为荫的居家思想， 对中国古代的私家造园颇具影响。 造园有四大要素： 土地、 水

体、 植物和建筑。 建园选址时力求有山有水， 施工时更要突出竹木花草的种植， 因地制宜， 合理配

置， 利用 “林” 的形式来创造幽邃雅致、 自然优美的独特景观。 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美化环境，
增加园林的观赏价值， 体现园主的美学趣味， 更重要的还是改善生态， 感受林木的荫庇， 回归自然，
养生治性。

3 植树与养民， 森林美的社会意义

孟子主张施仁政行王道， 倡导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10 ］973 的民本思想， 而王道仁政的起

点就是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林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也。” “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10］55 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 政权也就能得到

巩固。 孟子 “树之以桑” 的思想， 早在《诗经·小弁》中已有表现： “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 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 ［1］602 古者五亩之宅树桑梓二木于墙下， 留给子孙。 子女见到桑梓， 知道是父母种下的， 便

会恭敬地对着它； 见到父母， 更要仰望父亲， 依从母亲。
古人常将树木与树人， 养树与养民联系起来。 《管子·权修》云： “一年之计， 莫如树谷； 十年之

计， 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 意思是说， 一年的计划， 最好是种五谷； 十年的计划， 最好

是种林木； 一生的计划， 最好是育人才。 因为 “一树一获者， 谷也； 一树十获者， 木也； 一树百获

者， 人也。” ［11］55 种谷只是一种一收， 种树也只是一种十收， 育人则是一种百收， 这是成王业者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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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管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白居易从种花植树中得到体验， 进一步把养树同养民相连， 其《东坡种花二首》（其二）云：
东坡春向暮， 树木今何如？ 漠漠花落尽， 翳翳叶生初。 每日领童仆， 荷锄仍决渠。
铲土壅其本， 引泉溉其枯。 小树低数尺， 大树长丈余。 封植来几时， 高下随扶疏。
养树既如此， 养民亦何殊。 将欲茂枝叶， 必先救根株。 云何救根株？ 劝农均赋租。
云何茂枝叶？ 省事宽刑书。 移此为郡政， 庶几甿俗苏。［3］4 803

养民与养树同理， 养树 “必先救根株”， 养民就须 “均赋租” “宽刑书”。
和白居易这首种花诗具有异曲同工之美的是柳宗元的散文《种树郭橐驼传》。 橐驼虽是残疾人， 却

有一手高超的种植技能。 他种的树， “无不活， 且硕茂， 早实以蕃”， 其诀窍是 “顺木之天， 以致其

性。”［17］145 就是要掌握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 使它的习性得到充分发展。 进而， 柳宗元将种植之道移之

于为官之道， 为官者应爱民如子， 该管的一定要严格认真地管好， 该放时就应大胆放手， 让百姓休养

生息。 治民如种树， 养民如养树， 顺其自然， 其理一也。

4 比兴与拟人， 森林美的文学意象

文学作品中， 常把物变成人， 使事物人格化， 通常叫做拟人， 也叫移情。 《诗经》的表现手法除了

直言其事的 “赋” 就是 “比” 和 “兴”， 拟人与比兴的关系密切。 比是以具体物象作为比喻以表达作

者心中本有的某种思想感情， 兴则是作者心中本无所主， 由于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发而引起某种深藏的

情思。 如《桃夭》就是用了比兴手法， 触物起兴， 以茂盛的桃树和艳丽的桃花（“桃之夭夭”）来比拟赞美

新嫁娘的美貌和善良勤劳的美质。 《氓》的主人公假托桑树， 以桑叶的鲜润比喻自己的年轻美貌， 又

以桑叶的凋落自喻因劳累色衰而遭弃的境遇， 更以斑鸠贪食桑葚会昏迷比喻自己当初不该沉溺爱情。
树木中较多用做比兴的典型是杨柳， 《诗经·采薇》用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和 “今我来思， 雨

雪霏霏”［1］468 来反衬士兵离家和思归的心绪。 唐诗中言及杨柳的主要是象征春天和表示离别（包括朝代

更迭）。 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3］1 147 赞美大自然的造化之功。 王昌龄的《闺 怨》是写在家 守闺的少妇因丈夫外出猎取功名而发出的离

别之恨：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3］1 146 女主人公

由美好的欢悦心情转为 “悔教” 的绵绵情思， 正是依依柳丝所引发的。
李白《忆秦娥》：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3］1 179 灞陵系汉文帝陵墓， 在长安东。 附近有

桥， 为长安通向东方之要道， 汉人来迎去送皆至此桥。 四周柳树茂密， 送客至此， 折柳赠别。 柳谐音

“留”， 寓留客之意。 此习虽始于汉却盛于唐， 王之涣 《送别》云： “杨柳东风树， 青青夹御河。 近来

攀折苦， 应为别离多。”［3］2 849 刘禹锡也说： “长安陌上无穷树， 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枝词》 ）［3］4 113

李白 《劳劳亭》则从另一侧面表现折柳赠别的心情： “天下伤心处， 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 不遣

杨柳青。”［13］716 李商隐更是新意别出， 其《离亭赋得折杨柳》： “含烟惹雾每依依， 万绪千条拂落晖。 为

报行人休尽折， 半留相送半迎归。”［3］6 180 生离虽苦， 但非永别， 因而还得留一半给迎归的人啦！ 除了

比拟人间的离情别绪， 杨柳还有象征时代兴亡的， 如李益《汴河曲》、 杜牧《汴河怀古》、 李山甫《隋堤

柳》。 晚唐韦庄的《台城》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

堤。”［3］8 021 更是视杨柳为历史的冷面见证人了。

5 托物以比德， 森林美的美学意象

文学作品中还有把人变成物的， 一般是作者不愿直言其事， 常用自然之物隐喻之， 即托物言志。
这种手法的最高境界是 “比德” 说， 孔子讲过： “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14］535 “夫水者， 君子比德

焉。” ［15］434 玉之所以可贵， 因有 “六美” ［15］437、 “九德” ［11］815， 如： 温润而泽， 仁也； 坚刚不屈， 义也； 鲜

而不垢， 洁也； 瑜不掩瑕， 忠也。 其实， 孔子讲的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16］408 也就是比德之意。 夫

水， 遍予无私， 似德； 所及者生， 似仁； 动而之下， 似礼； 蹈深不疑， 似勇； 主量必平， 似正。 “是

知者所以乐水也。”［15］435 夫山， 巍然屹立， 万民观仰； 生长草木， 繁衍鸟兽； 育群物而不倦， 四方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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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限。 “是仁者所以乐山也。”［17］303 山、 水、 玉等自然物象的本质属性， 显示了大自然丰富而神奇的

创造力和生命力， 当它和人类的某些本质品格和心理欲求相适应时， 便会激起强烈的美感反映， 并赋

予深厚的道德内涵。 “比德” 说反映了先秦至汉初时期人们欣赏自然美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理念。
后人承袭比德的美学思想， 并把竹木花草作为主要对象， 如 “岁寒三友” 松竹梅、 如 “四君子”

梅兰竹菊。 清代恽寿平说： “以尔为三友， 真能傲众芳。 自留苍翠色， 努力饱风霜。”［18］325 松竹梅之所

以受人赞赏， 在于它们有着与现实生活中处逆境而经受住考验之人的精神品质相类似的特点。 宋元画

家就有把 “三友” 画在一起的， 以其经严冬而常青， 处冰雪而独芳的生机勃勃的本色美来讴歌人类坚

贞不屈的精神美。
与 “岁寒三友” 相比美的是白居易的 “浔阳三题”， 赞美桂竹莲为 “植物之贞劲秀异者”［19］17。 其

中对竹钟爱有加， 写了一篇《画竹歌》， 又作《养竹记》 归纳竹子的形象特征是本固、 性直、 心空、 节

贞， 人与之比德， 当居贤、 用贤。 他说：
竹似贤， 何哉？ 竹本固， 固以树德。 君子见其本， 则思善建不拔者； 竹性直， 直以

立身。 君子见其性， 则思中立不倚者； 竹心空， 空以体道。 君子见其心， 则思应用虚受

者； 竹节贞， 贞以立志。 君子见其节， 则思砥砺名行， 夷险一致者。 夫如是， 故君子人

多树之为庭实焉。 ……嗟乎， 竹植物也， 于人何有哉， 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 封植

之， 况其真贤者乎！ 然而竹之于草木， 犹贤之于众庶。 呜呼， 竹不能自异， 惟人异之，
贤不能自异， 惟用贤者异之， 故作养竹记。 书于亭之壁， 以贻其后之居斯者， 亦欲以闻

于今之用贤者。［19］632

此后， 更有苏轼的咏竹和论竹， 其对竹的挚爱及对人竹比德的推崇， 较之白居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潜僧绿筠轩》诗云： “可使食无肉， 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 俗士

不可医。”［7］9 176 把竹比拟为高雅君子， 体现作者鄙夷庸俗的高洁胸怀。 郑板桥是苏轼之后又一位爱竹

画竹的杰出代表， 他将画竹的艺术创作过程分为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 之竹”［20］154， 也就是美

学上讲的审美表象、 审美意象和审美意境。 他说： “盖竹之体， 瘦劲孤高， 枝枝傲雪， 节节干霄， 有

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 不为俗屈。”［20］224 他画竹就是用竹子的形象来表现不为世俗所屈的生命本质：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20］168

把握人与自然的共性， 身与物化， 进行比德。 松的本性特征是苍动、 挺立， 观松能感受到长者的

高风亮节； 竹的本性特征是 “未曾出生便有节， 乃至凌空仍虚心”， 观竹能见出志士的坚贞， 仁人的

礼让； 梅的本性特征是凌寒早放， 洁白幽香， 象征人的冰清玉洁， 操守高雅， 观梅能驱走俗念， 透露

隐者的雅致。 梅是一年中最早绽放的花朵， 历来诗人也 就突出一个 “早” 字来写梅。 南朝谢燮《早

梅》： “迎春故早发， 独自不疑寒。 畏落众花后， 无人别意看。”［5］2 551 指出梅的不畏严寒却怕落后的品

格， 寄寓其怀才不遇， 孤芳自赏的情怀。 北宋诗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 20 年， 栽梅养鹤， 不仕不婚，
人称 “梅妻鹤子”， 其诗《山园小梅》为咏梅之绝唱： “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7］1 218 这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高洁人品的象征。 陆游钟爱梅花的 “高标

逸韵”， 他写了 160 多首梅花诗词， 其《卜算子·咏梅》写道：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

自愁， 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6］2 053 以梅花甘于

“寂寞”， 乃至 “碾作尘” 仍能 “香如故” 的高洁秉性表现他终身不渝的爱国志向。
借物比德， 除了松、 竹、 梅， 较为突出的还有菊和莲。 黄巢《不第后赋菊》：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3］8 384 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领袖的英雄气概。 菊花是一年中最后的花朵， “此花开

尽便无花”， 宋末郑思肖唱道： “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堕北风中？”（《题画菊》）［7］4 349 以菊不落英

的自然特征表现爱国志士坚贞不屈的凌然志气和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 周敦颐独爱莲， 其《爱莲说》描

绘莲的自然形态是：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溢清， 亭亭净植，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并与人比美： “予谓菊， 花之隐逸者也； 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 莲， 花之君

子者也。”［21］264 咏物即咏人， 托物寓意以比德。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生态文化传统， 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其合理成分， 以丰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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