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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部分 

 

 

新时代生活环境伦理问题研究发展综述 

赵青、刘琦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自中国“21 世纪议程”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后，我国的环境

科学、生态及环境治理、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本文从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研究文献人手，从中梳理生活伦理问题

研究的趋势，概述了文艺作品对生活伦理问题的思考，从新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了

近期的新研究新探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生活环境伦理研究思考。 

关键词：自然哲学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生活环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创新政策：理论与中国实践 

何光喜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发展研究所 所长) 

 

 

休闲行为的伦理规约——基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 

张明国 

(北京化工大学 STS 研究所，北京 100029) 

 

休闲行为以“善”为道德原则指导其行为实践，“善”不仅包括“内向善”

（利己）而且包括“向外善”（利他）；前者依靠“律于己”，后者依靠“责于它”

（包括“责于物”和“责于人”）。“律于己”要以“省思”为前提，它又以信仰

为启示，即由信仰引领“省思”的方向，控制自己的欲望；“责于它”中之“责

于物”是指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负责，“责于物”则是指对他人负责（至少不添麻

烦)。可见，以“善”之道德指导的休闲行为以通过上述伦理规约到能渴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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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休闲需要技术支撑，因此，它是一种技术行为。技术应用的“双刃剑”

效果势必导致休闲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因此，要以“省思”意识和“责任”

伦理，实现其行为之“善”的道德价值诉求。 

抛开建设方面不谈，目前，引发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可能就是不良休闲行为。

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律于己”的放纵和不“责于它”的自私丨为此，除了必要

的机制管理和制度惩治以外，还要重视上述的伦理规约。 

 

 

生活世界，日常知识与 bowuology 的建构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100875 ) 

 

摘要：有两种知识，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知识，一种是学校教育中的考试知

识。传统社会中，学校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所传授的内容自然是超越日常凡俗生

活的高雅知识。平民的孩子在成长中能够从家庭中自然获得日常知识一其中有大

量我们称之为博物学的内容，也颇具地方性。山里的孩子需要了解本地的山，水

边的孩子需要了解本地的水。这些都是学校教育不能给予的。考试知识与日常知

识的交集，主要在于基础教育中的识字和算术。 

进人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变成了国民教育，考试知识仍然或更加与日常生活脱离。

与此同时，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势，日常知识逐渐零落、稀薄，无力传承。导致山

里的孩子不知山，水边的孩子不知水，城里的孩子只有考试知识。孩子与自己的

生活世界越发疏离，生活世界随之零落、稀薄，生活变得离散、单薄。 

自 2000 年开始的中国新博物学运动，其主张之一是，将博物学作为生活世界中

的日常知识。一方面，博物学巳经被学校教育所拒斥；另一方面，经过近百年现

代教育的格式化，博物学也不在大多数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主张，把一部分博物学作为日常知识的一部分，使一部分博物学成为日常知识。 

新博物学运动的根源固然是西方的 natural history，但是，中文的“博物”，要

大于 natural history。刘华杰教授曾经提出 bowuology 的说法，以 bowuology

作为中文“博物学的英文译名，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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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制度枧域下的生态文明与曰常生活环境伦理 

武中哲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们摆脱短缺走向富裕。

然而，人们在物质财富获得空前满足的同时也演化形成一种“粗放”的生活方式，

表现为追求奢侈、铺张浪费，非理性消费和单纯以个人为中心的盲目消费。以科

学技术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

制造了新的困境。为了化解这种困境，需要依赖于制度的约束，目标是用来规范

技术应用以及组织和个体行为，塑造公共理性，通过绿色生活方式的建构改善人

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健康、文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技术；生态文明；环境伦理；制度约束 

 

 

生活化的徒步与环境保护 

朱效民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摘要：作者结合自身在国内外先后参与和组织数百次徒步健身的经历和实

践，系统阐述了自己徒步发展的 3 个不同阶段，逐渐从竞争性、专业化、挑战

式的徒步理念转变到如今不随便挑战极限、不走专业化道路、徒步日常生活化的

理念，并提出“三不”、“三随”的组织模式：不用报名、不必联系、不见即散，

一切随性、随意、随缘。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的健身思想（如

太极拳、气功等），同时深人反思和分析现代西方运动的观念对环境的挑战和压

力，力图为大众健身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和思考。 

关键词：徒步；极限；徒步生活化；环保 

 

 

 

需要、商品与生态危机：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研究 

王梦云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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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莱斯阐述了建立在需要理论基础上的生态

消费批判理论。莱斯认为，人们的需要包含着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特性，高强

度的市场架构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却使人们遭遇了需要-商

品的悖论关系：一方面，它鼓励人们把需要的满足全部导向商品领域，另一方面

需要的模糊特性使得满足需要的商品也成为破碎、不稳定的复杂实体，人们难以

估算哪种商品才可以真正满足需要。这种悖论关系使人在消费中感到痛苦，也使

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使得人们无

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关键词：莱斯高强度的市场架构需要 商品悖论 生态消费批判 

 

 

梭罗生活观的当代价值 

王贤龙 

(厦门大学哲学系） 

 

摘要：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可人们生存的意义却变得模糊，生

态环境也却遭到极大的破坏。人类生存的内外根基都失去了平衡。了解、借鉴梭

罗的生活观，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物质简朴，精神丰富，和自然和谐共生，无

疑对现代的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活观；物质简朴；精神丰富 

 

 

当代青年闲暇生活中的环境伦理问题与环保实践 

方青 郑航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当代青年群体的环境伦理、环保实践关乎着自身的行为选择和社会生

态环境的保护效益。他们在闲暇价值观念、闲暇方式选择、闲暇生活品质等方面

由于具有多元自主、新奇刺激（热情)、私密随性的特征，往往存在着与生态可

持续发展相悖的环境隐忧。与此同时，也有青年人在闲暇时间利用互联网平台的

环保参与、青年公益环保组织的活动开展以及“自产食蔬”等生态休闲方式，践

行着绿色休闲理念，彰显着环境保护伦理。积极释放当代青年群体闲暇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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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能量，将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整体社会美好生活的构建。 

关键词：青年；闲暇生活；环境伦理；环保实践 

 

 

现代性之下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的产生及其建构路径 

李昭昕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 

 

摘要：伴随着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洪流，人类社会普遍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人们

的日常生活则不可避免地卷人这一进程当中，开始其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为原本

私人化的日常生活分离出一个公共领域，与其相适应的公共伦理也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这一公共伦理所涉及的范围必然包含着人们生活的

环境。现代性问题之一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让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的研究成为当前最

为紧迫的任务。本文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现代转型来阐明日常生活环境伦理这一

研究课题产生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并在分析当下中国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现状的基

础上，为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的建构提出内外两种路径的试想。 

 

 

现代人的生活意义是如何被感受的？ 

——论现代性背景下生活意义的体验结构 

鲍金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生活意义是最富社会化内涵的事物，然而现代性背景下生活意义总是

被体验成私自性最强的私人世界，这一现象不妨称之为生活意义的“社会性与私

人性的并存”，它构成了生活意义之体验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一结构的成立有赖

于两点：一是现代性对生活意义社会性本质的转化和隐蔽，致使大众很难发现生

活意义与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二是大众意识层面的“忘记”或“遗忘”，大众情

愿不去思考那些间接和经过中介的东西。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深人认识现代性

与生活意义之间的联系及其机制，从而为探讨生活意义问题奠定基本的话语平

台。 

关键词：生活意义；现代性；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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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人生的意义与实践 

李明宗 

(leisureallen@gmail.com) 

 

摘要:「休闲行为与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的倡议，可视为是生活型态、环境伦理、

及休闲文化等的「典范转移」。本论文以「简朴」做为美好人生与真正的快乐的

基石，并论述现代人缺乏「本真性」的疏离生活情态，进而勾勒自由与快乐的存

在境界，期能落实美好人生的实践与理想环境的形塑。「日常生活环境伦理」的

核心精神，完全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通，例如法家所强调的「自律」与「他律」；

儒家特别著重之「仁民爱物」、「尽己」、「推己及人」的实践；道家所追求之「赤

子之心」、「天人合一」的境界；乃至释家「明心见性」、「悲天悯人」的胸怀等，

都与此生命取向与生活型态的「典范转移」息息相关，这样的理念与实践，将会

是东西方文化之精粹的融合，意义重大而深远。 

 

 

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环境伦理 

宁泽群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摘要：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它由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自然资

源、人际关系和生存认知。其中，自然资源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环

境，并且这一环境随着自然资源和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建构，特别是

工业化发展导致了生活用品的加工化特征，致使人们在观念上对自然产生疏离

感，并产生人类主宰整个自然界的观念。本文通过对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环境的

分析，指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维护我们生存的基础，重建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认

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关键词：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环境 环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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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生态哲学 

孙跃纲 

(陕西渭南市委党校）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需要生态哲学，生态哲学引导生态文明。当代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以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为基本原理，以

必须、适度、恰当与相互、和谐、优化为基本理念，构筑科学人文合理高效的生

态哲学学理系统，以正确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不断进

人新的阶段。 

关键词：生态哲学建设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医学伦理的技术化演绎 

于川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生命的有限是万物的基本属性，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人对医学（技

术）产生了过度 的依赖与扭曲的认识。在哲学意义上，使得自然生命观念变异

成了一种技术-生命观念。这 种技术-生命的认知，造成了医患关系的扭曲、人

（社会）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误解，进而影 响着技术伦理与文化传统的改变。本

研究拟从生命的伦理演化、技术-生命观、理性生命观 的培育三个方面做初步探

讨。其目的在于，使人们重视蕴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科技伦理问题， 深化社会对

于技术（伦理）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以及文化适应性行为的理解。  

关键词：技术-生命观；生命伦理；悖论 

 

 

绿色休闲何以必要 

——基于日常生活环境伦理建构之维 

郭力源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绿色休闲的出场是由休闲异化问题的存在，休闲向“绿色”复归的

价值合理性，和国家“绿色”倡导所掀起的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所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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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绿色休闲何以必要的讨论又对推动环境伦理向日常生活转向，确证日常生

活环境伦理价值目标，以及彰显日常生活环境伦理建构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价

值。尤其当人类逐渐走向普遍有闲社会的过程中，绿色休闲理念本身正成为日常

生活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践行绿色休闲的过程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环境伦

理发挥现实指导价值的过程。 

关键字：绿色休闲；日常生活环境伦理；何以必要 

 

 

“日常生活环境伦理”：中国古人智慧与思想基础 

马惠娣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摘要：“以天为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外在方面，意

味着处理好四种关系，即：自然与万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人自己身心的和谐。体现在内在方面，则上升为与人的道德与伦理——小到个人

的操守与修为，大到江山社稷的治理。其中有三层意涵：首先，自然是一个客观

存在物，包括自然界、自然规律、自然独特存在的属性；其次，自然含万物、人

类仅为其中之一；第三，天道与人道并行，自然可衍生人的心性、德性与品性，

并育化出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古人的自然伦理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基础；另一

方面，中国哲学强调实践精神，并对农耕文明、生活智慧和精神气象产生影响。 

关键词：以天为则、和谐共生、休闲智慧、精神气象、农耕文明 

 

 

休闲行为的日常生活环境伦理构建 

刘慧梅 1 贾胜枝 2 

(1.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 

2.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享有闲暇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其程度也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准。如今，中国正逐步迈人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人们的休闲需求急剧

扩大并获得极大的满足。然而，现代休闲方式的异化，例如过分掠夺和污染自然

资源，过度消费等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环境危机亟待解决。现有研究也

同样显示，尽管传统上认为体育运动以及户外活动等有利于培养人们对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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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责任感，但是人们的休闲行为对环境同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中外学者

据此提出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的概念以解决问题。但以上两个概念都未将休闲行

为延伸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态旅游更强调的是一种非日常状态的休闲行为，生

态休闲或跟生态旅游概念重合，或在限定休闲行为发生的场景时排除了大量日常

生活情境。 

基于现实需求的紧迫性及巳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围绕人们的休闲行为，环境

伦理学走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在此再次凸显。环境保护巳不再仅限技术问题，而

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等伦理问题，其

解决之道有赖于人类环境伦理观念的完善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何构建日

常生活环境伦理，让休闲行为成为一种合乎环境伦理在日常生活层面的自觉实践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关系整个世界的生存与发展。 

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视角看待人们的休闲行为需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人们的

休闲行为与日常生活环境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首先，休闲行为对日常生活环

境和更为广阔的自然坏境都具有极大的依存度，异化的休闲方式，尤其是异化的

消费观念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活和生存环境，反而会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其次，

环境美感与人们的休闲体验、态度和满意度等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有利于休

闲行为的发生和持续，这对于缓解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尤其具

有积极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们的日常休闲行为成为环境伦理在日常生活

层面构建的一个媒介，以此构建的日常生活环境伦理不仅能让人们更加深人地了

解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融合关系，也能为日常休闲行为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 

关键词：休闲行为；环境伦理；日常生活 

 

 

登山旅游中环境伦理意识的性别差异研究 

——以北京市香山为例 

赵克苏 1 周佳丽 1 张书凝 1 吉达 2 

(1.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2.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北京 100000) 

 

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登山旅游巳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

一。同时，伴随着人类环境伦理意识的觉醒，旅游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伦理

意识是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以及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自觉反应。在特定的文

化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和期望塑造了个人的环境伦理意识和行为。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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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以香山的登山游客为例，分析环境伦理意识的性别差异。

经查阅文献与观察访谈发现：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女性更多的采取关怀、维持等

保护环境资源的态度，而男性则更注重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登山旅游；环境伦理意识；性别差异；香山 

 

 

户外休闲中环境伦理意识研究 

——以朝阳公园为例 

张美英陈英杰王敏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与回归自然需求的产生促进了户外休闲的发展。

在户外休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问题，现有对户外休闲

中环境伦理意识的研究较少。采用文献分析法、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相结合

的方式，对朝阳公园内包括管理者、经营者和休闲者的行为进行剖析发现，人们

的环境伦理意识普遍提升，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明显减少，但仍然存在着

使用一次性餐具、踩踏草坪、随地吐痰和吸烟等问题。户外休闲行为与环境伦理

意识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未来值得探究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户外休闲；环境伦理；朝阳公园；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 

 

 

基于环境伦理意识的景区特色交通使用行为研究 

——以后海黄包车为例 

王佳佳 严蓉 程梦圆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黄包车本身作为一种符合环境伦理意识的交通工具，它的使用在实现

旅游业绿色发展和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北京市后海景区黄

包车为例，通过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等途径获取信息，从黄包车利益相关者

角度分析选择黄包车作为后海景区交通方式的深层原因，归纳总结出后海黄包车

使用过程中仍存在的违背环境伦理的问题并给出提升策略，以期打造一种更具有

“老北京味儿”氛围的景区特色交通方式。 

关键词：环境伦理意识；景区特色交通；使用行为；后海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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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伦理意识下的游客餐饮消费行为研究 

——以簋街为例 

王云 朱嘉瑶 姚灿灿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环境伦理意识指人们将社会伦理应用于环境保护方面，将自然环境视

作人类的责任，有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饮食在旅游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游客

在游览过程中的饮食行为体现出游客的环境素养。基于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观察

法，笔者对簋街游客的餐饮消费行为以及簋街整体的环境卫生状况进行调查，研

究发现环境伦理意识对游客的餐饮消费行为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且游客的餐饮消

费行为特征如下：餐饮消费大众化、餐饮追求绿色化、餐饮消费问题仍存在。在

此基础上，文章从环境伦理意识的角度，在游客餐饮消费过程中提出相关建议，

希望能够在道德伦理层面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行绿色消费；也希望文章

中提出的相关建议能为全国的相似景区提供借鉴。 

关键词：环境伦理意识；餐饮消费行为；半结构式访谈法；簋街 

 

 

青少年社会离轨行为的休闲治理 

卿前龙 曾春燕 

(广东金融学院休闲产业与高端服务业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1 ) 

 

摘要：离轨行为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该行为表

现不能够得到广大社会与社会各团体所接纳，脱离了文化所能容忍、支持的标准。

激发离轨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但休闲需求得不到满足和不当休闲是长期被社会学

家忽视的两大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充分发挥休闲的社会治理功能，在保障青少年

的基本休闲权利、丰富他们闲暇生活的同时，要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休闲教育，

促进他们养成良好的休闲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学会适度休闲、正确休闲、健康

休闲，通过休闲弱化他们的离轨动机，减少他们的离轨机会，校正他们的离轨行

为，从而更好的促进社会稳定。 

关键词：离轨行为；休闲；休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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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与休闲理念的传播 

厉中山 

(东北大学体育部，辽宁沈阳 110819) 

 

摘要：慕课这种“互联网+教育”的产物，使人们接受教育变得更加的灵活、

自主，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对慕课的发展现状与优势，如何促进教育发展、以及

可作为一种积极有意义的休闲方式做了论述，结论得出：慕课可以打破很多传统

课堂的诸多限制，慕课这种自由自主的学习方式是当今人们追求的有意义的度过

余暇与个人全面发展很好的结合，慕课可以满足人们自由学习的愿望并愉悦精

神，通过慕课的优势可以更好的传播休闲理念，国家对在线教育的政策推动也为

教育、互联网、休闲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关键词：慕课、在线教育、休闲方式 

 

 

拷问休闲 

马思远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休闲是人类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探寻生命

意义，追求幸福的理想过程。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保障休

闲法案不断出台，为休闲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人类为何越来越匆忙、膜拜效率、

盲目消费和贪麥成性？从时间、效率、消费和人的欲望四个维度拷问休闲，研究

认为，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幸福标准的制度文化，倚重效率观的劳动制度，道德

实利主义以及贪图享乐信息泛滥等因素相互叠加，形成了负面的耦合效应，使得

人们更加精致化利用时间、膜拜效率与竞争、沉迷消费主义，导致人类自囿自由

的枷锁、被物化和成为物的奴隶，严重异化了人们的休闲观，把满足无尽的欲望

错误理解成为对幸福的追求，这正无情地撕裂着当代人的生活，让幸福可期的休

闲巳然成为知性逻辑的悖论。 

关键词：休闲哲学；自由时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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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环境评估的人类学检测 

黄金葵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人类社会的公共文化环境复杂多样，变幻莫测。本文旨在倡导采用质

性测量方法对公共文化的环境伦理状况进行人类学检测。人的休闲实践活动既可

由舒适物系统支持，也会受障碍物系统阻挠。因此质性检测的价值取向不是单一

的，抽象的，优选的，而是多模态的，具体的，有甄别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从持

续、频繁、反复出现的公共文化事件中提取典型样本。重点观测事件主体的文化

身份与文化谱系，事件基本形态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事件背后起主导或干预作用

的价值系统。人类学质性检测坚持价值中立的文化研究立场，在国际学术界被广

泛认可。 

关键词：公共文化环境评估；舒适物与障碍物；多模态检测，代表性抽样 

 

 

休闲活动何以可能 

——现象学枧角 

刘慧梅 周雨 

(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杭州 310028) 

 

摘要：基于词源学考证，英文“leisure”（休闲）一词遗失了它在希腊语

“σχολή”和拉丁语“licet”中的一种含义：被允许做某事。恢复这一含义，有

助于恢复“leisure”概念词义的完整性。依照这一被恢复的含义，休闲不仅指

的是空闲时间和休闲活动，也不仅指的是休闲的意义或休闲状态，更不仅指的是

休闲主体之间或休闲主体与世界之间的某种交互作用，更是指一种使得休闲行

为、休闲状态和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先验条件，它先于具体的活动

并使得具体的活动得以可能。与此同时，通过对一个具体的休闲活动进行一种现

象学描述，休闲活动的条件就可以被理解为：（1)休闲，即“允许发生某事”；（2)

活动本身；（3)我能，即休闲主体的“我能”意识；（4)对某事件的回应，即一种

完全无条件的、不可被预测的以及不可被重复的偶然事件。这样一种理解不仅从

现象学视角区分了休闲与休闲活动，同时也为记忆和文化旅游等研究和实践提供

了借鉴及指导。 

关键词：休闲；休闲活动；现象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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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自产食蔬”调查与分析报告 

胡勇  唐涛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成都游憩环境技术研究院） 

 

 

“自产食蔬”国际合作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刘桂苓 李享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五省区六市地自产食蔬调查报告 

辽宁师范大学课题组 

 

本课题组自贵州会议结束以来，在课题组负责人刘晨晔教授的组织协调下，

随即开始落实会议精神，着手课题研究的实施工作。主要是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精选人员组成课题组，二是开展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方面的培训工作。经过

两个多月的组织和培训，调研工作陆续展开。下面就调研工作报告如下。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来自桂林市“自产食蔬”的调查报告 

桂林旅游学院“自产食蔬”国际合作课题组 

 

内容摘要：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在带来大幅度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

了农业生产环境的不断破坏，农药、化肥的不合理利用和水资源，农业废弃资源

下的不合理使用正在加剧着政府和人民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着一种自然休

闲和健康的生产行为方式，通过自产食蔬这种新模式助力推动绿色生态文明的建

设，进行绿色生态的培育和实践。本报告基于桂林六城区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

绿色生态发展之下的“自产食蔬”的新型绿色生产行为方式，并对调查者的“自

产食蔬”的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并根据相关数据对调查群体

的“自产食蔬”的绿色生产行为方式做出了测评，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自产食

蔬”这种绿色生产行为方式的目的及原因进行了检验。本报告认为，人们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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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食蔬活动的绿色环保意识较弱，自产食蔬参与人群的学历和经济水平较低，

国内自产食蔬与国际接轨缓慢且存在差距，自产食蔬在国内缺乏组织管理等，针

对这些问题，本报告针对性地提出了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自产食蔬 

 

 

“自产食疏”国际合作项目田野调查访谈录 

——北京课题组全体成员访谈记录汇总 

2019 年 3 月 31 日——7 月 1 日 

(参与田野调查的主要成员：马惠娣 纪娟丽 赵子衿 刘桂苓 李享等） 

 

 

 

Rendering the Actually Existing Sharing Economy 

Visible :Home-Grown Food and the Pleasure of Sharing 

 

Petr Jehlicvka* and Petr Daneek 

 

Abstract 

Despite the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paid to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despite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household food production, the non-market and 

non-monetised sharing of home-grown food -a social practic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concerns 一  has so far largely escaped 

scholars’attention. The goal of the article is twofold. First, drawing on a 

large-scale survey (2058respondents) and four focus groups conducted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2015, the article shows that in the Global North the sharing 

of homegrown food is a surprisingly widespread and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practice. Second, the article to some extent aims to 

break with the research tradition that deems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Global North lacking in potential to produce more generally 

valid insights. It therefore seeks to counter the scripting of Eastern Europe on 

the margins of the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article contests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economic hardship and informal food practices,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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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practices as sustainability by outcome rather than intention, and 

suggests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tenets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While not perceived as sites of outright resistance to capitalism, these spaces 

are viewed by practitioners as constituting valuable domains of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motivated human interactions，driven by the desire for fresh and 

healthy food, fulfilling personal hobb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joyable 

social 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