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智慧和新角色：道教和环境保护
（主讲人：ARC中国项目经理，何晓昕博士）

Old wisdom and new roles: A presentation on Daoists and Conservation, including a questionnaire.
The second of two talks given by Dr He Xiaoxing, ARC, at the inaugural workshop for Daoism and
Conservation at Taibai Mounta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 July 2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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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讨论了环境保护的意念，我们知道了当今世界上其他宗教团体开展的一些环境
保护项目。我们还记住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准则。现在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本土，如何“攻玉”？这
是最重要也是最真实的。因此我在简要复述道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四大法则之后将回顾ARC如何
和中国道教团体一起开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创建中国第一座生态道观——秦岭太白山铁甲生
态道观。在对铁甲生态道观未来的使用和管理提出建议的基础上，我最后立足于和各位道长就未来
的环境保护实际行动展开讨论。
1道 教的 环境 保 护理 念 —— 人与 自 然关 系 的四 大 法则
关于道教的环境保护理念，樊教授和任道长上午已经讲得很清楚。我这里为了一个承上启
下，再提一次。但我不准备细谈。而是送给各位道长我们去年设计制作的道教的环境保护宣言板报。
大家可以看到，这份板报里，我们对道教的环境保护理念——人与自然关系的四大法则用四句短语
做了一个总结。这就是：
1.1 道法自然 :

作为宇宙间四大之一的人类，如何处理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呢？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

法自然”的基本原则，即人类要以地为法则，重视其立身安命的地球。地要以天为法则，尊重宇宙的变易。天
以道为法则，遵循客观规律。道的法则就是维护世界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而不以人为的强制方式去破坏
这个过程的本来面目。人面对自然所要做的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黄帝阴符经》中写到：“圣人
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1.2 阴阳平衡:

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含有阴阳两个方面的因素，有了阴阳的交和才产生了生命，也就是说，

只有和谐才会有生机，才能创造出一个可永远发展的世界文明。认识到这个常理的人，就算得上明智的人。相
反，不明白和遵循这个道理，人为地胡作非为，破坏这个自然规律，即人为地毁灭一个物种，或人为地助长某
种物质过分地增长，都是对道的旨意的违背。

1.1 知止不殆:

“知止不殆，知足不辱”是道教在生态伦理学方面的又一重要主张。知止不殆，就是要

求人类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界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对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事情，即使具
有巨大的眼前利益，也要自我约束，不要去干。这样才能避免自然界的报复，避免因小失大，今得而明失。知
足不辱，就是要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成就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能贪得无厌，这样才能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开发。

1.4 万物 共生 : 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提出以保护物种多寡为富足的价值观念：圣人“以教天下之人，助
天生物，助地养形”。就是说普天之下，世间万物一齐生长，才是富足。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使万物齐备，才
是真正的富国；如果自然界万物中有一半受到伤害，就是国运衰败之兆。道教这种以保护世界上物种齐备为富
足的思想，促进政府和人民一起关心爱护自然。是对世界生态伦理学的一大独特贡献。

2． 秦岭 生态 环 境保 护 项目- 创 建太 白 山铁 甲生 态道 观
下面我谈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创建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这一部分讲义，参见附件1
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介绍。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准备把这个介绍里提到的问题面面俱到，而
是向大家汇报一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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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背 景
2.2创 建太 白 山铁 甲生 态 道观
2.3铁 甲生 态 道观 的使 用 和管 理
3．未来的环境保护行动
提出铁甲道观的使用和管理议题之后，我不准备唱独角戏，而是请各位道长和我一起思考和讨
论——如何落实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这是本讲的最后一个议题。也是我们这个工作间的最终目的
——如何行动。我们的安排是我现在开始与各位道长通过对现状的评估，逐步推出一些可能的设想
——如何开展实际行动？

3.1讲道和道教仪式
我想，道观里最主要的活动之一是讲道和举行道教仪式。这些活动也最能体现一个道观里
道长们的价值观并对参加的听众、道观周围的居民、道友产生影响。如果道长们自身具有可持续发
展等环境保护意识的话，这种意识必然会在讲道和仪式里表现出来。这里，请各位道长回忆一下，
自己的道观在进行讲道和仪式时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们讲道和仪式里没有表现出任何环境保护议题
的话？请想想看，这是为什么？是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你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想每
个道长的原因一定不尽相同，那么解决的方法也不会完全一样。但这里我列出第一个可能的行动：
将环 境 保护 议题 列 入讲 道 和道 教仪 式 。
3.2道 观的 资 源管 理
我们上面提的一点当然重要，但这是理论上的行动。那么实践上的行动呢？让我们来看看
各道观自身的资源管理。还是从评估开始。请各位道长随着我的问题，各自在心里对照自己道观的
实际现状给自己打分（比如在心里选择从1到10的数字，1表示什么都没作，10表示作得很好）。
1． 道观是否拥有可以种植的土地？如果有？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是否用的生态种植，比如，不使用
农药，不过分种植？
2． 道观是否位于名山圣地？你们的道观是否种有苗圃？是否定期清除山边的垃圾？
3． 道观使用的纸张是否可以回收？道观内部其他的废物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废物回收设施？
4．道观使用什么样的能源？是否制定了节能政策？是否运用了一些节能设施，比如节能炉？
5．道观饮用水的来源？是否来自附近的河流？周边是否还有其他水源？
6．道观与外界是否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或投资？如果有？那么在投资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些
生
意不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这些问题，我们的行动可以包括：

-可持 续 性使 用 土地
-加强 道 观周 边 的绿 化
-设立 废 物回 收 设施
-节约 能 源
-保护 附 近水 源 的整 洁
-不损 坏 环境 的 投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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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OF RELIGIONS AND CONSERVATION
launched in 1995 by HRH The Prince Philip, Duke of Edinburgh KG KT

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基金会

中国
秦岭圣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创建秦岭太白山铁甲 生态道观

Qinling Sacred Mountain Ecology Project
Creating the Taibaishan Tiejia Ecological Daoist Temple
and Ecological Training Centre

秦岭圣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创建秦岭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

1.概述
道教把人类和天地万物看成相互链合在一起的大系统，警示人们过一种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生活，与天地万物和谐共
存。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太平经》提出以保护物种多寡为富足的价值观念：圣人“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养形”。
就是说普天之下，世间万物一齐生长，才是富足。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使万物齐备，才是真正的富国；如果自然界万物中
有一半受到伤害，就是国运衰败之兆。道教这种以保护世间物种齐备为富足的思想，激发了当今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活动。
秦岭圣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是近年来通过道教推动环境保护的杰出实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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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是黄河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这里聚集着神圣的山川和古老的城市，
这里风景绚丽气象万千，这里还是许多珍稀物种和大熊猫的家园。
正是在此地，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简称WWF-China）和世界
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基金会（简称ＡＲＣ）发起，继而得到ARC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中国道教协会和当
地道教协会的联合开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宗旨在于把道教关爱自然的理念及其在秦岭太白山的
活动引入当代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让秦岭区域居民和游客更深入地理解和继承道教关爱自然的传统，创
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环境，促进秦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调研讨论分析秦岭宗教文化背景从而确立其作为宗教圣山的地位；
第二部分：创建秦岭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是为整个项目的主干；
第三部分：将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的经验推广到整个秦岭区域，确立宗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观；
项目的发展基於对宗教圣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有助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进
一步理解和实施。

2.背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人把秦岭当作休闲度假回归自然的最理想去处。随着游客大幅度增加，这一
地区的度假宾馆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旅游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形成尖锐的矛盾。如何保护秦岭地区的
生态环境同时积极开发该地区的旅游业已成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迫切议题。
作为对中国大熊猫保护项目的拓宽，２００３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和陕西省政府联合在
陕西省秦岭地区开发秦岭大熊猫息地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WWF-China秦岭大熊猫息地生态系统保护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量限制游人对这一地区动植物
生态系统的影响。依托现有的森林公园和度假宾馆，普及加强对游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使人们
能够在游览过程中自觉克服一些陋习，把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减低到尽可能底的程度。随着项目的进
展，以及该地区每年上百万游人的现实，WWF-China意识到单纯的生态环境教育收效甚微，保护必须和对
该地区圣山历史文化和宗教活动的理解想结合。就是说要引入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理念。
秦岭不仅拥有种类多样化动植物，同时也是宗教文化的圣地。例如，其主峰太白山自东汉以来就是
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据水经注记载：“汉成帝之世，已在太白山建有太白祠，其神曰春谷。”。相传
老子的《道德经》作于太白山东北周至楼观台。楼观台因此被视为道教发源地。如今楼观台依然年年举
行规模盛大的庙会，吸引附近地区数以万计的广大道教信徒和普通老百姓。作为道教第十一洞天的太白
山，其宗教文化的特色，是在吸收、融汇了道、儒、佛文化之后，以道教为核心，道、佛两家为骨干，
道、儒、佛三教融汇贯通为基础的多元同一的复合政治伦理型宗教文化。纵观历史，秦岭悠久醇厚的宗
教文化得益于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同时宗教传统也为维护秦岭的生态系统保持动植物物种多样化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宗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宗教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ARC作为一非政府性非宗教性的国际机构，以弘扬世界各大宗教热爱自然环境的有关理论为宗旨，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宗教参与保护人类自然环境的相关项目实施。1995年ARC正式开始在中国开展
工作，并与中国有关宗教团体和国家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ＷＷＦ中国项目办事处于２００
３年六月邀请ＡＲＣ考察在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中联合宗教团体共同开展项目的可能性。经过对秦岭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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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宗教文化背景的综合考察，ARC在认识到秦岭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同时，确立秦岭宗教圣山的地位。
提出将道教关爱自然的理念和在太白山的活动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的实践，是为整个项目的第
一部份。２００４年五月ＡＲＣ理事会正式决定与荷兰生态管理基金会（EMF）、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总
部（WWF INTERNATIONAL）以及中国道教协会、陕西省道教协会、周至县楼观台道教协会等陕西省政府有
关部门共同创建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是为项目的第二部分。

3．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
如前所述，秦岭是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是黄河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古都西安市生活
用水的主要来源。
由于秦岭山脉森林地带的气候垂直差异大，气象多变，这里到处生长着各种野生动植物。更有许多
稀有和濒临灭绝的植物，比如世界最古老的树种之一，银杏。银杏以其著名的药物治疗功能和装饰美感
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它广受中国、朝鲜的佛教徒以及日本神道信徒的敬畏，而常常被种植于古代的寺
庙之内。中国高山落叶松以及秦岭冷杉也是稀有植物而被中国政府列为需要保护的物种。此外，还有秦
岭大鲵、金丝猴和闻名世界的大熊猫。

太白山为秦岭山脉之主峰，海拔3767米，与西藏拉萨几乎齐踵在地球同一等高线上，有“华中第一
峰”之称。太白山具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种子植物达121科623属，约1550种。为华北、西南、
甘肃、蒙新、华中植物区系成分汇集点。这些野生植物为太白山提供了丰富的药材资源。太白山有中草
药材800余种。太白山独有的珍稀药材，比如太白草药，是研究中草药的宝库。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大面积
的森林植被还为珍禽异兽提供栖息地。192种鸟类，62种兽类分布在太白山不同的区域。这包括羚牛、岩
羊、血雉等珍稀动物。

总之，秦岭的植物分布和生物多样性在中国首屈一指。在秦岭地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具有极其
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4．创建太白山铁甲 生态道观
创建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是秦岭圣山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主干。目的是在黑河森林公园创建一个生
态道观为道士，道友，秦岭地区居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更深入地理解和继承道教关爱自然传统的基地，从
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环境，促进秦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该道观位于西安黑河森林公园之内狭窄河谷地带的一处平台，前临黑河（为西安居民提供生活用水
的主源之一），背依逐级升高的太白山南麓,两侧均为树林。平台约为边长40米左右的方形。其周围最突
出的建筑群为100米开外以河相隔的熊猫山庄。
西安黑河森林公园是该生态道观所在地的直属政府管理部门。经过友好协商，西安黑河森林公园愿
意和ARC在此项目上进行积极合作。双方于２００４年十一月达成对道观的修建、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的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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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2现有的侧殿

图1c

图1a,b,c 拟建生态道观的周边环境

该生态道观为遵从道教热爱自然传统的小型生态建筑群。运用地方材
料(木材和砖)建造。整座道观由两部分组成：主殿和展室。主殿具有道
观的功能，为秦岭区域居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朝拜静修空间；展室则定期
展出关于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料和图片，结合附近的熊猫山庄，主
殿和展室一起作为一个培训中心。为道士、有关的宗教人士、太白山区
图3生态道观的模型

域居民以及游客提供一个关于道教传统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讲座和工作
间。图三为生态道观的模型，由陕西省古建研究所候卫东先生设计。

继2005年十月开工典礼(图4)之后，主殿部分于2005年十一月开始动工,2006年六月落成。图5为主殿在
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将计划撤除现有的侧殿，并逐渐重建左右两侧殿。其中之一侧殿将作为展
室和培训中心。道观的入口则改为小型篱笆门。四周围墙也将由低矮的砖墙和灌木相结合。于此，整座
道观随周边的树木溶合于自然之中，体现道教和环境协调的宗旨。

图4 2005年十月开工典礼
图5大殿施工中

铁甲生态道观将是中国第一座生态道观和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中心，不仅为人们提供朝拜静修的空

间，还是一个普及提高大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基地。将开展如下活动：
—在道观之侧殿开辟小型展室，展出关于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料和图片；
—结合附近的熊猫山庄，道观内创立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中心，为道士、有关宗教人士、太白山
区域居民以及游客提供一个关于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讲座和教育培训工作间。
—为道士、游客以及当地居民讲解和提供展示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关系的故事和教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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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论，ARC和楼观台道教协会以及当地周至县政府有关部门达成正式协议（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证字第副001号）：铁甲生态道观将隶属于楼观台道观管理委员会下院。楼观台将负责其使用和

管理事项。
ARC将协助楼观台道教协会落实上述活动。去年十月以来，ARC已经协助楼观台道教协会、陕西省道
教协会设计制作了道教和环境保护的板报。图6即为道教的环保宣言九张的板报之一。
ARC还将协助楼观台道教协会组织一些为道士、有关的宗教人
士、太白山区域居民和游客提供的培训课程和工作间。第一个工
作间于２００６年七月中旬举行。该工作间是中国道教历史上首
次关于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议题的教育工作间。将为中国道教开
发远期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项目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在此工作间
基础上，将撰写和发行展示中国道教和生态环境和谐关系的故事
和教育资料。为道士、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一些可以教他们如何
在回到自己的社区之后像道教所倡导的那样关爱自然的宣传册。
图6道教的环保宣言板报之一

ARC正计划2007年六月和EMF（荷兰生态管理基金会）WWF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总部）、
中国道教协会、陕西省政府、陕西省道教协会、楼观台道教协会、黑河森林公园等一起举行道观的正式
落成使用典礼。目标在于以下几点：
-促进项目的进一步深化；
-加强落成的生态道观未来的使用和管理；
-加强ARC和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中国道教协会及地方各层面的道教协会之间的合作联系；
-讨论项目的前瞻；比如确立秦岭作为地球献礼的可能性。
ARC还计划，伴随着落成典礼，将协助楼观台道教协会举办第二个关于道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工
作间。

5．项目前瞻
秦岭山脉地处中国的中心地带，西抵甘肃东至河南。同时是中国两大河流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整
个秦岭地区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宗教和经济作用。该项目的第三大部分就是将太白山铁甲生态道观的经验
推广到整个秦岭地区，确立秦岭地区其它山峰的宗教圣山的地位（比如 麦积山、中南山、天台山、华山
等）。从而创建一个宗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观。
ARC希望这种在圣山的整体保护项目能够成为一个地球的献礼而在国际上举行庆典。这将为中国乃至
世界上其它地区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将对宗教的理解和实践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优秀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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