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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环境保护史:中国史研究的迫切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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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备尝艰辛，取得了重大成绩，留下

了宝贵经验。然而，与生动的历史实践和时代需求相比，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加强。中国当

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包括环境思想政策史、环境管理史、污染防治史、自然保护史、环境宣教史等方面，须处理好社会

变迁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宏观与微观、中国与世界四组关系，须加强史料工作及对跨学科理论方法的

借鉴。作为新兴学术增长点，中国当代环保史有益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深化，也可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

的史学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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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萌芽于
1949年，起步于 1973 年，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
大，并在中共十八大后“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1］。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以更
大决心及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组建了新的生
态环境部，打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污染
防治攻坚战，召开了中国当代史上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环保工作被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1］。数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当代中国环保战线为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保护道路备尝艰辛，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新时代的历史学必须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
“思考如何应对未来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2］。
然而，与生动的历史实践和时代需求相比，中国当
代环境保护史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加强。有鉴
于此，笔者拟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方
法等方面对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的开展进行
研讨，敬请方家补苴芟夷。

一、中国环境保护史研究现状与不足

环境保护史是环境史研究的源起和重要组成
部分。一般认为，环境保护史研究是 20世纪六七
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的史学领域，是对美国社
会现实生活中的环保运动( 及早期的资源和荒野
保护运动) 的学术回应。“美国环境史发展较快
的原因之一，是与环保运动结合最紧密”［3］( P242) ，
“它是从研究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环保史开始
的”［4］( P29)。塞缪尔·海斯的《资源保护和效率信
念:进步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 1890—1920) 》、罗
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思想》等均为美国
环境保护史研究的拓荒之作。20 世纪 90 年代
前，“从研究内容来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问
题大多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5］( P167)。

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国外环境保护史研究成
果的参考和吸收，并由于国内对环境问题和环保
工作的更加重视，以及传统农林牧地史学的研究
积淀，中国环境保护史研究获得了发展。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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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清林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中国古代的
环境保护》是较早的一篇关于中国环境保护史且
具有贯通性质的研究论文。1995 年，罗桂环等主
编、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
稿》; 2001年，李丙寅等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等，均属于中国环境保
护史研究领域具有贯通性质的著作。这一阶段，
还涌现出了大量断代史类的中国环境保护史著
述①。这些著述“一般以朝代更替为经、以环境各
要素为纬”，“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自‘人猿揖
别’到清末漫长历史中环境的变迁、环保意识的
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实行，企图揭示中
国 古 代 人 与 环 境 相 互 作 用 的 演 变 规
律”［6］( P175—176)。不过，从成果数量上看，由于研究
大多集中在环境要素、环境变迁及成因探讨方面，
“环境保护史研究，并非学界环境史研究的主要
内容”［7］( P7) ;从研究时段上看，中国环境保护史研
究对现代以降，特别是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环保事
业正式开启的中国当代史时期缺少关注。

不同于历史学界的相对寂寥，在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当代环境保护研究
则迅速开展起来。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提出了“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工
作”的倡议，制定了环境保护科学人才培养、机构
设置、学术交流等规定［8］( P7)。不久，国家又形成
了“1978—1985年全国环境保护科学技术长远发
展规划”［9］( P384—385)。之后数十年间，“随着环境保
护的深入开展，我国从国家到地方均建立起比较
完备的环境保护科研体系，形成了较强的科研技
术力量”［10］( P140)。环境自然科学、环境技术科学、
环境社会科学的众多科研成果为污染综合治理、
环境容量测算、环境影响评价等重大环保政策措
施的讨论和施行提供了智力引领。存史资政育
人，相比于兄弟学科，历史科学( 主要指环境保护
史研究) 对当代环保工作的参与显得薄弱许多。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已逐渐
认识到启动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的重要性。

1988年和 1994年，由国家环保局主持编写的《中
国环境保护事业( 1981—1985) 》、《中国环境保护
行政二十年》先后出版发行。2001 年，在《当代中
国史研究》杂志社举行的“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学术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呼吁积极拓展“环境
保护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并认为这“无疑将会加
深国史研究的深度”［11］。2008年，以改革开放 30
周年暨中国环保事业开创 35周年为契机，国家环
保部适时启动了《中国区域环境保护丛书》的编
纂工作。历时十年，特别是在各地环保部门新老
同志的努力下，该丛书相继出版了《重庆》《河北》
《浙江》《新疆》《广西》《北京》《上海》《天津》等
十余卷，“第一次从区域环境的角度，对我国环境
保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归纳和梳
理”［12］( 《总序》，P2) ，为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作了重要
的史志准备。近年来，史学界陆续刊发了一定数
量的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论文。2017 年，国家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更是首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史研究”列入了
体现国家学术发展导向与研究重点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年度课题指南》，体现了国家层面
对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的关注与期待。但总体而
言，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
究机构建设、研究队伍培养和研究成果发表等都
尚未出现大的突破。

二、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
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13］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就是针对各类
环境问题所展开的工作的历史。今天，“建设生
态文明的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
上”［1］。由此，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更是一部正
在发生的，且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密切相关的历史。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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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
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
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14］中共十八大以
来，中国加大环境保护的决心和中国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并且，当代中国环境保
护“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的窗口期”［1］。显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展环境
保护工作，已成为新时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
重点。以此为“中心”，历史学界理应对当代中国
环保实践发展史予以高度关注。虽然环境史学界
对历史上的中国环境保护多有研讨，但相比于当
代史而言，“从切用的程度上说，古代史永远赶不
上它对历史前行所具有的直接启发性”［15］( P35)。
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不仅是梳理中国当代环保历
史过程，也是对新中国环保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
更可为新时代环保工作提供直接的史学镜鉴。
“对当代史进行研究，是当今时代特点决定的，是
客观的要求，而不是主观的强求。”［16］“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
代要求在目前的当代史学科体系中应有更好的体
现。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环保事业
开创 45周年;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环境保护法 ( 试行) 》颁行 40 周年; 2020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有智不
如乘势”，以此为契机加强对中国当代环境保护
史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从实践角度看，我们不
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对中国当代环保历史的总
结与研究。

从学术价值而言，虽然非历史学科已对当代
环境保护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较大缺
憾。已有非史学成果多采各自学科的单一视角，
从环境资源配置、人口结构、政策调控、生态系统
等理论框架出发，多开展单一维度的应用性、共时
性研究。对这些维度进行整合并展开基础性、历
时性分析还较为少见。澳大利亚学者布鲁克·菲
尔德认为，对于生态系统的演变与后果而言，“要
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从历史的角
度考察由于人的行为导致变化产生的各种力
量”。换言之，在环境保护研究领域，“如果要获
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

史”［17］。而且，这样的研究应是整体性、贯通性
的。通则达，“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
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
史”［18］( P3)。相比于断代史，通史在时间上前后相
连，贯通古今，“使人们容易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
轨迹，对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总趋势达成贯通性的
认识”［19］。中国环境保护史研究虽已对各历史时
期的环保情况各陈其详，但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
的缺席使得从先秦到当下的“整个”中国环保通
史无法完成，对环境保护的贯通性认识也就无法
完成。在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中，与其他分支研
究相比，环境保护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加强环境
保护史研究，也就同时在完善当代史研究学科体
系，增加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深度、厚度与广度［20］。
从学术角度看，毫无疑问，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是
对非历史性环境保护研究的重要补充，将有益于
整体性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研究的贯通，更会成为
中国当代史学科新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三、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内容

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是党和政府领导与实
施，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针对现实
或潜在的次生环境问题，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而形成的各种环境保护思想、政策与实践的
历史过程。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即为 1949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域内上述历史过程、
历史特征、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的研究，具体包括
环境思想政策史、环境管理史、污染防治史、自然
保护史、环境宣教史等。

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应关注党和国家关
于环境保护思想政策的演变。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中国环保工作的核心力量。“我们党一贯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就把
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21］( P6) 党和国家关于环
保工作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宏观政策是
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的理论依据与前提。环境思
想政策史研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环保工作
的理解与认识，党和国家环保决策、执行部门关于
环保工作的总体部署与要求等。这其中，我们须
重点关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
战略思想决策的提出对环保工作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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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应关注环境管理的
衍生与变化。环境管理是在环保实践中产生与发
展的重要政府职能，是中国环保工作的重要部
分［22］( P1)。环境管理史研究包括环境管理体制机
构史( 如管理体制、行政机构、监测机构) 、环境行
政管理史( 如八项基本环境管理制度、环境质量
负责制度、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环境法制管理史
( 如环保立法、执法监督、环境标准) 等。以环境
法制管理史中的环境标准史为例，从 1973年第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中国首个环境标准
( 《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至今，“我国的环
境标准是与环境保护事业同步发展起来
的”［23］( P4)。环境标准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环
境标准管理权、环境标准属性、环境标准管理体制
等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这其中有相当多具有挑战
性且仍广受社会关注的当代环境保护史课题值得
进一步挖掘。比如，环境标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
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环保部标准的关系变化过
程等。

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应关注具体污染防
治实践的历程。环境污染治理的对象“包山包
海”，刚起步的当代环境保护史应有所重点。“什
么是重点? 危害最严重的就是治理重点”［24］( P43) ，
也理应是污染防治史研究的重点。中共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
染防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固体废弃
物和垃圾处置［25］( P10)。据此，污染防治史研究应
关注大气污染防治史( 如工业大气污染、扬尘污
染、汽车尾气污染、烟尘与油烟气污染防治) 、水
污染防治史( 如河流污染治理、城市水源地保护、
工业与生活污水处理) 、土壤污染防治史( 如有机
污染、无机污染、微生物污染防治) 和固体废弃物
污染防治史( 如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危险固废防
治) 。以水污染防治史中的河流污染治理史为
例，除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研究已有少量成果外，桂
林漓江污染治理、淮河污染治理、上海苏州河环境
综合整治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还少有学者涉足。

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应关注自然保护区
的建设与发展。“做好自然保护区区划和管理工
作，是保护国家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特别是拯救
和保存我国某些濒于灭绝的生物种源的重要措
施。”［8］( P104)从 1956 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建立以来，自然保护
史即与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孟不离焦。中共十九
大报告指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25］( P52)梳理自然保护区形成过程与建设的来
龙去脉，有利于新时代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
自然保护史研究应包括自然保护网络、自然保护
法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管护能力和机构的发展过
程研究。我们认为，“作为一部生境的破坏与修
复史，自然保护史需要对其中的人类与自然、中央
与地方、物种与景观、政策与执行等多重关系深入
研讨”［20］。

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还应关注环境宣传
教育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演进。陈云曾提出，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
“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24］( P12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
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生态环境问题
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1］。生态
环境保护价值观念要润化为全体人民的日常行为
自觉，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必不
可少。党和政府较早认识到环境宣传教育的重要
性，并指出:“环境保护宣传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工
作，是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环保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打开工作局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一
项重要武器。”［8］( P188)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环
境宣教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取得了重
要进展，舆论引导能力显著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
普遍提高”［10］( P304)。环境宣教史研究应包括环境
宣传史( 如宣传机构、媒体宣传、活动宣传) 、环境
教育史( 如学校环境教育、社区环境教育、环境教
育培训) 和环保公众参与史( 如环保信息公开、环
保社会组织、环保社会监督) 三部分。

四、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思路

在研究思路上，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应
致力于辨析社会变迁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宏观与微观、中国与世界四组关系，并将
其贯串于前述当代环境保护史的各项具体研究内
容中。

社会变迁与环境保护。在研究中，我们既不
能离开社会变迁谈环境保护，也不能离开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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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谈社会变迁。环境保护与一定时空条件下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
织结构、就业( 分工) 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
社会结构的变迁均存在着强关联性。以社会主要
矛盾为例，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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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11)。社会主要矛盾中“美
好生活”所蕴含的“美好环境”因子必对环境保护
工作的样态型塑起到积极作用。再如，社会分配
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会带来环境风险的累积
与环保工作难度的变化。并且，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是中国环保工作的特征。
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需要重点研究党委、政府的
环境思想、政策、法律、制度、措施以及环境保护活
动的过程，也需要注意在具体时空环境下社会主
要矛盾及社会各阶层、组织、群体的环保行为的历
史变化。将政府的环保工作与社会变迁结合起
来，并关注环保工作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这样一
段环保史，就是中国社会 40 年来巨大变迁
史”［26］( P15)。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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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
题”［27］( P234)。首先，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但在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上，出现过一些地方一
味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和环境建
设的问题，“经过这一番折腾，国家和百姓的损失
就不是两个 GDP 百分点”［28］。其次，经济发展是
环境保护的基础。毋庸讳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曾长期受到经济
发展条件的制约。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为应对
城镇大气污染，在部分城市开始煤气化改造，一些
工业企业采用了低害或无害技术，但限于当时的
国家财力，没有办法立刻大范围推广［29］。再者，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密切的双向互动。在中
国城市环境保护史研究中我们会观察到伴随着快
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城市空间扩展、人口集

聚、结构调整等给城市污染防治带来的正负反馈，

以及这种反馈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等。上述这
些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上出现的现象或问题，均
需要置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思维中
加以研究，考虑历史事实之上的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张力以及其中的历史条件性。

宏观与微观。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环境状况、

社会状况千差万别。中国环保工作自身也经历了
从“自上而下”为主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相结合的变化过程。1984 年后，地方政府在环保
工作中所具有的自主权逐步扩大。“洞察当前事
变的意义，不仅要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且要考察当
前历史的一切细节”［30］( P330)。当代环境保护史既
需要研究全国层面、理论政策层面、“自上而下”

的宏观性环境保护，也需要将其与微观层面的
“自下而上”的地方、基层环保工作研究相结合，

并从中观层面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以“宏观—微
观—宏观”相结合的思路对宏观环保思想政策变
迁和微观环保工作实践做有效度联结，既可以更
细致地展现出中国环保事业的艰辛与不易，也可
以防止研究“碎片化”，从而得出更为全面且扎实
的研究成果。如在 20世纪 80年代加强城市环境
保护的大背景下对北京市区级环境卫生管理服务
机构变迁的历史考察，使我们对改革开放初期城
市环保工作的动力、过程有进一步了解。

中国与世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应对环
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
挑战。中国当代环保历史中存在着中国与世界环
境治理的双向互动。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而言，

国际交流合作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定、环境管理建
设、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宣传教育起到过积极作
用。“正是受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启发，中
国在 1973 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从此，环 境 保 护 被 提 到 了 国 家 议 事 日 程
上。”［31］( P50)同时，中国生态环境也伴随着发达国
家产业转移以及相伴随的污染转移的风险，给我
们的环保工作带来了负面性①。因此，当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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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洋垃圾入境和进口固体废物问题。“中国的固体废物进口大致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一开始进口量增加还不算很快，后
来进入 1990年代以后，增加就比较快了。大概 20年前，我们整个进口量也就是 400—450多万吨，20年间，我们增加到 4500万吨，增加
了 10倍”，“由于管制不好，最后夹带了大量的禁止类废物，甚至是洋垃圾进口”。参见李干杰《禁止固体废物进口是中国政府的权利》
( http: / /politics．gmw．cn /2018－03 /17 /content_28016024．htm) 。



保护史研究需要将世界环境问题及治理对中国环
保历史的正负性予以全面考察。再以中国对世界
的影响的视角观察，中国环境保护史又是一部从
发达国家环保工作的学习者、追赶者到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
因此，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需要将中国环境
保护工作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历史意义与价值通过
前述各项环境保护史具体研究内容予以揭示。

五、余 论

史料是环境保护史研究的前提。当代环保工
作中形成的史料数量极大、类型多样，如档案史
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网络史料、影像史料等，
有些正随着时间流逝而快速消失，需要我们抓紧
进行搜集和整理［32］。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不能
仅止步于通过史料对 1949 年后中国环保事业过
程的描述性考察，还应将历史学与环境经济学、环
境管理学、环境社会学以及环境化学、环境生物
学、环境地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开展更具深度
和广度的研讨。因此，史料工作外，当代环境保护
史研究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环境社会科
学、环境自然科学的学科工具，做好定性研究与定
量研究的结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当代环境保护史
数据库建设。当然，倡导多学科交叉的前提是站
好历史学的学科本位。相比于其他学科，环境保
护史的首要目的在于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利用
历史学方法“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
形式的内在联系”［33］( P93) ，还原环保工作历史进程
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历史规律。而这也恰恰是异
于其他环境科学研究的当代环境保护史的学科优
势与学科特质之所在。
“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详今

略古”，是中国史学的重要思想;回应国家与社会
关切，是中国史学之使命。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
环保历史实践是中国环保事业进一步前行的基
础，也给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留下了宝贵且
丰富的史学资源。中共十八大以来，“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的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
境保护”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作为中国史学研究
者，我们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快推进中国当代
环境保护史研究。我们坚信，在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大潮中，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研究定会取得

新突破，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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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 new growing
point of research 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WANG Lin－ran
( Ｒ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explore a road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hieved great
feats and also left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new century to the new era，the envi-
ronment protection has undergone the diachronic，transformational and wholeness changes． Neverthe-
less，Compared with vivid historical practice，the research 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still
very weak 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thought and policy，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istory，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istory，nature protection history，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istory and other con-
tents． The research 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must deal with the four groups’relation，name-
ly social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cro and micro，and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research 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er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methods．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new growing point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and also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temporaryChina historystudies; Histor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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