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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生命教育亟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反思

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曰 具有不可

运动袁来真正彻底纠正和改善其缺陷遥 真正有效的

替代的方法论袁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曰这种生命文

反思袁应该是从文化的观念尧行为尧制度三个向度对

化学还具有独特的研究内容和分支学科遥

现有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和重新谋划的文

一尧研究对象

化反思袁从而把生命教育转型升级到生命文化的境
界遥 所谓生命文化袁按照其含义指涉的大小可以划

生命文化学是以生命袁尤其是以现实的尧个人的

分为三种院广义生命文化是指有关生命的全部文化

生命为研究对象遥 对人类生命的生物性的研究分派

总体曰中义生命文化是指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

给了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袁 其中动植物生命的

形态的生命文化遥 狭义生命文化是指与生命某个方

研究分派给了现代生物学袁 微观生命的研究分派给

面有关的具体而微的生命文化样式遥 确切地说袁野把

了分子生物学袁 宇宙生命的研究分派给了现代物理

生命教育转型升级到生命文化的境界冶中的野生命文

学遥人类生命的社会性尧精神性内涵的研究则理所当

化冶是指一种作为学科形态的特殊生命文化要要
要生

然分派给生命文化学遥但是袁抽象的尧孤立的尧空泛的

以现实的尤其是个人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生

命与世界的关系冶 才是生命文化学的真正意义上的

命文化学遥

命文化学袁运用有效的尧合理的人文尧社会科学理论

野个人生命冶是不可能作为研究对象的袁只有野人类生
研究对象遥

和方法袁适当借鉴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袁通过对生命

渊一冤把野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冶作为生命文化

的哲学和文化定义尧生命的属人特征尧属人本质袁以

学研究的元对象袁 是人类生命独特的存在结构本身

及对生命与身体尧生产尧政治尧科技尧艺术尧宗教尧伦

决定的

理尧教育尧社会尧生态之间关系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分
析袁解开生命的文化密码袁揭示生命的文化特性袁从
而为生命教育确立根基尧重心尧中心尧核心尧终极目
的袁 为现代生命的更高形态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
基础袁以实现生命价值和创造生活意义为终极旨归遥
作为研究学科袁生命文化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
象尧独特的理论体系袁即特有的概念尧原理尧命题尧规

从生命辩证法和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袁 人生活
在如图 员 所示的世界矩阵中遥

人类生命从降生即进入野在世结构冶要要
要一些因

缘性的缘在结构中袁血缘尧亲缘尧地缘尧族缘尧情缘尧学
缘尧业缘尧心缘尧灵缘尧命缘等等遥 野人生在世冶表明人
类生命不仅是一个具有亲在性的此在 渊凿葬泽藻蚤灶冤袁而

且是一个共在性的缘在渊蚤灶贼藻则鄄遭藻蚤灶早袁则藻造葬贼蚤增藻鄄遭藻蚤灶早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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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渊员怨苑员原 冤袁男袁湖北蕲春人袁博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生命文化和比较马克思主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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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袁只有完成对匮乏的匮乏袁对欠

人际

缺的欠缺袁人类生命才能真正做到呵护尧关爱尧尊重尧
敬畏尧珍惜尧成就尧提升遥 这是最大最高的生命辩证

生命
世际
图员

法遥萨特和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袁马克思哲学
生际

生命矩阵图咱员原圆暂

本质上是一种匮乏政治学和生命辩证法要要
要共产主
义首先是在高度发达的智能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物
质充分涌流尧能够按需分配的社会形态袁一种从根本

这种共在性的缘在就是人类生命的存在结构袁因此袁

上克服了人的匮乏状态渊没有克服匮乏性冤的社会形

只有在人的野在世结构冶中即在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

态袁即完成了对匮乏的匮乏尧对欠缺的欠缺的生命存

系中才能破译生命的文化密码遥 人类生命总是文化

在形态遥只有到那个时候袁现代人类生命才能进入更

的人袁野文化世界冶构成野人生在世冶之野世冶袁所谓使人

高形态要要
要生命关系和谐袁生命价值高扬袁生命意义

与世隔绝袁主要是指人具体地生活于其中尧与人息息

丰富袁生命境界超迈的形态遥

相关的尧充满意义的世界消失了遥 这种世界即是文

二尧研究方法

化 咱员原圆暂遥 就人生在世而言袁所谓文化即是人类改变尧理
解人尧世界及二者关系的总和咱员原圆暂遥 所以这种文化世界

生命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现象之一袁 只有着眼

就包括生态环境尧人的身体尧生产活动尧政治活动尧法

三界渊人类生命要地球生命要宇宙生命冤袁放眼三相

律战争行为尧科技活动尧艺术活动尧宗教活动尧伦理活

渊生命的生物性向度要社会性向度要精神性向度冤袁

动尧教育活动等等遥 这样一来袁生命文化学研究理所当
然把野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冶作为研究的元对象遥

放宽眼界袁转换视界袁阔大胸界袁跃升境界袁运用复杂
多元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才能最彻底理解其本质遥

渊一冤历史唯物主义和跨学科研究是其最大的方

渊二冤把野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冶作为生命文化
学研究的对象袁可以真正彻底理解生命袁破译生命的

法论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资本社会对生命的奴役和

文化密码袁从而谋划现代人类生命的更高形态
只有真正尧彻底破译生命的文化密码袁才能真正尧

剥削尧 束缚的批判及其解放叙事必然是我们生命文

彻底理解生命袁才能彻底洞悉敌视尧摧残尧戕害和毁灭

化学研究的内在视界遥此外袁鉴于生命文化学研究对

生命的元凶曰寻找和发现认识尧呵护尧关爱尧尊重尧敬

象的特异性尧复杂性袁其方法论另一个原则是在适当

畏尧珍惜尧成就尧提升生命的理论和方法遥 只有彻底洞

借鉴尧合理参考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袁运用

悉了敌视尧摧残尧戕害和毁灭生命的元凶袁才能真正做

有效的尧合理的人文尧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袁包括哲

到呵护尧关爱尧尊重尧敬畏尧珍惜尧成就尧提升生命遥 而想

学尧法学尧文学尧历史学尧神学尧医学尧符号学尧解释学尧

要彻底洞悉敌视尧摧残尧戕害和毁灭生命的元凶袁只有

叙事学尧政治学尧社会学尧人类学尧管理学尧伦理学尧教

在野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冶的视界中才能真正抓住

育学尧心理学尧宗教学的传统和前沿的方法和理论遥
渊二冤生命现象学方法

这一元凶遥
表面上看来袁敌视尧摧残尧戕害和毁灭生命的元

现象学崇尚野回到事物本身冶遥 什么是野事情本

凶有肉欲尧资本尧权力尧技术尧武器等等遥 实际上包括

身冶钥 我们赞同海德格尔的回到事物本身即野回到生

野极权主义冶尧野种族主义冶尧野人类中心主义冶这样的意

命本身冶咱猿暂 先知性的论断遥 生命现象学方法即是以

育等等袁甚至于科学尧技术尧野理学冶都可能是敌视尧摧

的研究方法遥 野回到生命本身冶就是要解除在生命上

识形态袁国家机器尧政治尧宗教渊邪教冤尧法律尧道德尧教
残尧戕害和毁灭生命的元凶遥 从生命哲学上看袁生命
是生命的原罪袁生命是生命的最大敌人要要
要这是最

野回到生命本身冶为逻辑起点尧终极旨归尧内在视界
遮蔽的社会野堆积物冶要要
要财富尧权力尧地位尧名声等
等袁野回到生命本身冶就是要完成对生命的现象学虢

大意义上的生命辩证法遥 因为生命欲望包括肉欲尧

夺袁破除这些堆积物天长日久在生命上空形成的一

私欲尧权力欲尧物质欲袁甚至于形而上学冲动尧理性欲

个野头足倒置冶牢不可破的虚假世界袁从而解决生命

即逻各斯中心主义渊造燥早燥糟藻灶贼则蚤泽皂冤袁才是原初的元凶遥

荒芜尧生存异化尧生活空虚尧生态破碎的生命存在形

欲望即对匮乏之物的欲望袁欲望源于生命存在的根

态遥

本性匮乏和欠缺袁源于人的本质上的有限性遥 所以

渊三冤生命辩证法

人的有限性才是敌视尧摧残尧戕害和毁灭生命的真正

所谓生命辩证法就是指生命自身与生命世界关

元凶遥

系的哲学方法遥生命辩证法认为院生命的属人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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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二重性冶渊扎憎蚤藻泽责葬造贼蚤早噪藻蚤贼冤淤袁人类生命具有野三相性冶
渊生物性向度要社会性向度要精神性向度冤袁生命的
本质是野生成的定命冶 遥 野二重性冶尧野三相性冶和野生
咱源暂

成的定命冶是生命辩证法的三个总规律遥 其实袁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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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研究方法等等袁 都是生命文化学研究行之有效
的方法遥

三尧 研究内容

法即源于生命的野二重性冶和野生成的定命冶袁辩证法

作为研究学科的生命文化学袁 其研究内容包括

即生命辩证法袁历史唯物主义的野矛盾辩证法冶根源

观念或理论形态尧 关系形态尧 具体形态的生命文化

于生命辩证法袁生命辩证法构成了矛盾辩证法的生

学遥 作为观念或理论形态的生命文化学主要研究生

存论起源和基础遥

命观与死亡观袁身体观与灵魂观袁健康观与疾病观袁

渊四冤结构主义方法和历史辩证法的野关系分析

幸福观与快乐观袁爱情尧婚姻尧家庭袁性爱论与情爱
论袁性别观与种族观袁生育观与生殖论袁生命价值与

法冶
在认识生命的野共在性冶特征时必然要运用结构

意义袁生命境界论和生命智慧论等等核心理论遥生命

主义方法和历史辩证法的野关系分析法冶才能把握生

文化学的理论内核实际上是生命哲学遥 作为元理论

命的在世性结构袁 从而真正理解生命的属人特征遥

的生命文化学概论主要是对生命与身体尧 生产尧政

我们把野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冶作为生命文化学研

治尧科技尧艺术尧宗教尧伦理尧教育尧生态之间关系进行

究的对象袁这是从人类生命独特的存在结构出发认

多维度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遥

识到的遥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袁运用野关系分析法冶

渊一冤生命的概念尧本质尧属性

可以发现袁人生活在世界矩阵中遥 事实上袁研究生命

狭义的生命特指人类生命袁是指人所具有的尧不
断与生态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尧 创造价值和意

实际上就是研究生命与世界的关系遥
渊五冤生命拓扑学方法

义尧在现实实践中持久生成的动态生态系统遥 从文化

拓扑学渊贼燥责燥造燥早赠冤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数学

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来看袁 生命的本质就是生成的

分支袁用来研究各种野空间冶在连续性的变化下不变
的性质遥 野连通性冶和野不可定向性冶是拓扑结构的根

定命遥 野生冶即野生成冶袁野命冶即野定命冶袁故生命就是野生

成的定命冶遥 这种生命的本质根源于人的二重性特

本遥 我们思考生命结构时发现生命具有这种拓扑结

征院野生成冶之一重袁野定命冶 之一重袁既野生成冶袁又野定

构袁借助拓扑学方法绘制生命向度袁以波罗米结状的

命冶袁即是二重性的根本特征遥 人类生命最根本的特

环路结构 于来表征人类生命一而三三而一的生命拓

征就是其独特的二重性渊扎憎蚤藻泽责葬造贼蚤早噪藻蚤贼冤即辩证性尧矛

扑学结构渊图 圆冤遥

盾性的本体论结构要要
要既 粤渊自然特性尧物种本能冤又
非 粤渊文化属性尧社会属性冤遥 正如马克思所说袁野人直

精神性生命

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遥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袁而且作为有
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袁一方面具有自然力尧生命力袁是

内核院生命力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袁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尧作为
社会性生命

生物性生命
图圆

欲望存在于人身上曰另一方面袁人作为自然的尧肉体
的尧感性的尧对象性的存在物袁和动植物一样袁是受动

生命向度

渊六冤其他方法

如比较方法袁在把人类生命与其他生命作了详
细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人的根本特征遥 除此之外袁还
有系统论分析法尧社会调查法尧文献研究法尧心理测
量渊责泽赠糟澡燥皂藻贼则蚤糟泽冤尧心理 测试 法等 人文 社 会 科 学最
基本的实证研究方法袁训诂学尧词源学尧生态学尧生命
叙事尧民族志尧符号学尧文化学尧叙事学等具体学科的

的尧受制约的和限制的存在物遥 冶咱缘暂这意味着袁野人是什

么冶这种最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谜语袁无论怎样回答袁
都必然要围绕人的生存所具有的无法擦抹的 野二重
性冶特征院人就是分裂和矛盾袁就是各种生存问题获
得暂时解决的存在袁 人就是一种缠绕着无数矛盾的
存在咱远暂遥 人类生命的生物学特征是 阅晕粤 双螺旋体袁其
属人特征是野粤 非 粤冶矛盾体袁是自然界中一种独一无
二的野造化冶与野文化冶的对立统一矛盾体遥

淤 刘小枫将其翻译为野二歧性冶遥 见刘小枫著叶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要要
要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曳袁上海三联书店 员怨怨愿 年版袁第
怨员 页遥 这种二重性在其现实性上具体表征为多种矛盾统一的结构院人类生命是预成性与生成性袁自在性与共在性袁有限性与超
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遥
于 拓扑数学中又称波罗米环尧三叶环袁最重要的特征是剪断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袁三个环就会相互脱落袁拓扑学意义上的波
罗米环表示既是一又是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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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生命与身体
生命与身体主要研究与生命密切相关的身体政
治尧身体美学尧体育运动 辕 游戏文化尧养生文化尧美容
文化尧健康文化尧疾病文化尧死亡文化等等内容遥 身

窑源怨猿窑

治权利国际公约曳第 远 条第 员 款规定院野人人有固有的
生命权遥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遥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
人的生命遥 冶不言而喻袁生命权具有优先于其他一切权
利的最高地位和普世性的绝对价值遥

体是理解生命的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和存在实体袁可

渊五冤生命与科技

以将它作为生命文化学讨论的基础和构想的起点袁

科学技术自诞生之日就与生命交织在一起袁科

对身体研究的回归有助于对身体文化开展生物殖民

学技术因生命而生袁也因生命而发展演变遥科学技术

主 义 渊遭蚤燥鄄糟燥造燥灶蚤葬造蚤泽皂冤尧 基 因 殖 民 主 义 渊阅晕粤鄄

为生命繁衍尧生命质量尧生命消逝尧生命重置提供保

号唯心主义冶对生命的符码统治和野逻各斯中心主

化到系统尧组织尧细胞及其内部遥 新的生命科技发现

糟燥造燥灶蚤葬造蚤泽皂冤批判 和身体政治批判袁有助于克服野符

障遥 进入 圆园 世纪后袁生物技术对生命的解构已经深

义冶尧各色旧唯物主义对身体的宰制和侵凌遥

和应用逐渐操纵生命自身袁诸如基因科技渊如为移植

咱苑暂

渊三冤生命与生产

而培育器官尧 基因技术冤尧 辅助生殖技 术渊葬泽泽蚤泽贼藻凿

这里的生产是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生产袁包括

则藻责则燥凿怎糟贼蚤增藻 贼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蚤藻泽袁粤砸栽冤尧 人 工 体 内 授 精

两种院物质生产和自身生产即繁衍遥 运用马克思野拜
物教理论冶可以研究当代生命世界物质生产活动中
的物化尧物象化尧商品化现象袁有助于克服物质实践
对生命的奴役曰研究生命剽窃渊遭蚤燥鄄责则蚤皂葬糟赠冤 咱愿原怨暂和生

渊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蚤灶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燥灶袁粤陨冤尧 体 外 受 精 渊蚤灶 增蚤贼则燥
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袁陨灾云冤尧胚胎移植渊藻皂遭则赠燥 贼则葬灶泽枣藻则袁耘栽冤尧代
理孕母渊泽怎则则燥早葬贼藻 皂燥贼澡藻则澡燥燥凿冤尧人类干细胞技术尧克
隆技术尧器官移植尧改造农产品基因等噎噎更改造着

物资本主义渊遭蚤燥鄄糟葬责蚤贼葬造蚤泽皂冤 咱员园暂有助于克服资本扩张

我们的生物性生命构成要素渊遭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皂葬噪藻鄄怎责冤袁这

文化研究生命自身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现象袁有助于

判尧基因殖民主义渊阅晕粤鄄糟燥造燥灶蚤葬造蚤泽皂冤批判尧技术理性

和全球化实践对生命的侵凌曰运用生殖文化和生育

一问题域主要运用生物殖民主义渊遭蚤燥鄄糟燥造燥灶蚤葬造蚤泽皂冤批
批判理论来研究生命与科技的关系咱员园袁圆员原圆缘暂遥

克服生殖尧生育制度对生命的侵凌遥
渊四冤生命与政治尧战争尧法律

渊六冤生命与宗教

这一问题域主要包括政治尧战争尧法律与生命的

主要研究世界各大宗教的生死观如生命本源尧

关系袁例如种族主义尧父权主义尧政治制度渊政体尧政

本质尧死亡尧养护尧生命意义尧目的尧价值尧终极关怀尧

党冤尧政治意识形态渊以理杀人冤与生命的关系遥 可以

生命智慧等等基本理论袁来为精神性生命寻找救赎尧

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袁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例

家园和终极关怀遥宗教信仰提供的野永恒冶存在和野极

袁

乐冶世界袁为深陷于有限存在和无限烦恼困境的人们

如科层制理论袁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
大卫窑哈维的全球化理论

袁研究当代生命在政治

咱员怨原圆园暂

上遭受的侵凌尧剥削与奴役遥

咱员员原员愿暂

战争是社会集群之间尧生命与生命之间尧民族渊部

带来了心灵的宽慰与宁静袁是生命的大智慧尧心灵的
净化剂咱圆远暂遥 这种研究当然还应该研究宗教对人的生
命的消极作用遥

落冤之间尧国家之间因文化冲突渊利益之争冤所表现出

渊七冤生命与伦理

的最为激烈的形式袁 是解决纠纷和冲突的最高手段袁

生命与伦理主要研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中的

同时人类战争也是以一种代价极高昂的形式来促进

道德问题袁环境与人口中的道德问题袁动物实验和植

人类文化进步尧文明发展的极端手法遥 实际上袁野战争冶

物保护中的道德问题袁以及人类生殖尧生育控制尧遗

也绝非仅属于人类自身袁 地球上的不同生物之间尧动

传尧优生尧死亡尧安乐死尧器官移植尧人体实验尧脑死亡

物之间都存在广泛的战争与冲突袁这也可能就是自然

标准等方面的道德问题遥

界生命生存的自然法则遥 通过研究战争与生命的关

渊八冤生命与教育

系袁获取克服战争尧消灭战争的理论和方法遥

杜威说院野教育就是不断地生长袁在它自身之外袁

生命与法律主要研究基于生命权的以及与此相
关的一连串的问题袁如宪法上野生命权入宪冶尧刑法上
野废除死刑冶尧民法上的野安乐死冶等问题袁还有休息权尧
休闲权问题遥 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袁生
命权不能被剥夺袁也不能被抛弃和转让遥 保障人权袁就

没有别的目的遥 冶野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组织保证生
长的各种力量袁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遥 冶咱圆苑暂从这
一层面上来说袁野教育即生命冶袁野耶本真教育爷 是一种
生命化的教育袁生命是教育的目的遥 冶咱圆愿暂教育的目的
就是人的生命发展袁教育成为生命存在的形式袁成为

必须首先保障生命权遥 故生命尧自由和财产被启蒙思

生命的一种内在品性袁成为生命自身的需要遥教育的

想家列为三大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遥 叶公民权利和政

过程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长过程袁 在教育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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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阶段都以增加生长的能力为其目的遥 生命教

怕的幽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徘徊遥 在这种背景

育既是认识生命尧体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袁又是引导

下袁系统研究中西方生命与生态尧自然关系的理论袁

欣赏生命尧尊重生命尧爱惜生命袁从而使生命走向完

诸如现代野技术理性批判冶理论尧野生态文明理论冶有

整与和谐袁保证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袁并促进生命

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尧男权主义 咱猿怨原源园暂袁有利于智慧

的不断超越遥

地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袁 有利于大力

渊九冤生命与社会

发展人本生态主义文化模式袁 智慧地解决生命与生

主要研究生命与生命尧共同体的关系袁包括生命

态的冲突遥

间性尧生命平等尧生命侵凌尧生命认同尧共同体和谐袁

四尧分支学科

总体勾勒生命与社会关系的多重向度袁探讨建立和
谐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方法遥 政府尧社会卫生组织

生命文化学研究学科包括了作为元理论的生命

和生育技术人员介入的人口生育决策和生育控制技

文化学概论和研究具体特定对象的生命文化学分支

术渊枣藻则贼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冤袁如避孕渊糟燥灶贼则葬糟藻责贼蚤燥灶冤尧人工

学科袁比如生命伦理学尧生命心理学尧生命政治学尧生

流产渊葬遭燥则贼蚤燥灶冤尧 绝育渊泽贼藻则蚤造蚤扎葬贼蚤燥灶冤袁与艾 滋病尧同性

命法学尧生命社会学尧生命哲学渊包括生物学哲学冤尧

恋尧变性手术尧医学整容尧人体器官的买卖等等生命

生命神学尧生命美学渊包括生命符号学尧生命解释学尧

社会问题袁是其具体的研究对象遥 除此之外袁还要运

生命叙事学冤尧生命人类学尧生命教育学尧生命生态学

用 野空间批判理论冶 咱圆怨原猿员暂 来研究如何消除城市主义

等等分支学科遥 生命文化学与生命科学构成完整的

渊怎则遭葬灶蚤泽皂冤 咱猿圆暂尧建立空间正义 咱猿猿原猿源暂袁智慧地处理好发

生命学学科遥

达国家正义与发展中国家正义 咱猿缘暂的关系尧城市正义

想要真正做到觉解生命尧善待生命尧成就生命袁

和农村正义的关系袁智慧地解决生命与生命的冲突遥

必须建立生命文化学学科袁 借助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渊十冤生命与艺术

和不可替代的方法论袁揭示生命的文化特性袁只有这

研究各种艺术样式包括文学尧音乐尧舞蹈尧书法尧

样才能为现代生命更高形态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

绘画尧建筑尧电影等和审美活动与生命的关系袁审美

基础袁实现生命价值和创造生活意义袁最终达至富者

活动对精神生命的关怀尧提升尧安顿尧超越袁艺术精神

福存尧法者尊存尧德者善存尧美者良存尧信者敬存尧思

对身体生命的形塑和精神生命的滋养和润泽遥 美学

者慧存尧生者共存尧合之则优存全存 咱圆暂的激扬超迈的

家苏姗窑朗格在其叶艺术问题曳中指出艺术是野生命的

生命境界遥

似 咱猿远暂遥 宗白华先生认为生命是艺术的本体袁也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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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十一冤生命与生态
随着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科技的迅猛
发展袁环境污染尧资源枯竭尧物种锐减尧土地沙化尧全
球变暖尧臭氧层消耗尧疫情频发等生态问题已经严重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袁生态危机这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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