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lborg Universitet

He Cares about China's Environment

Schmidt, Johannes Dragsbæk

Publication date:
2008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Schmidt, J. D. (2008). He Cares about China's Environment. 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10461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Downloaded from vbn.aau.dk on: May 24, 2023

https://vbn.aau.dk/en/publications/94e478d0-cb56-11dd-a016-000ea68e967b
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10461


自然之友--[人物]他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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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文/董悦

今年10月11号至21号, 丹麦奥尔堡大学约翰尼斯·施密特(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教授来北京参加亚欧人

民论坛（AEPF）和亚欧基金会会议。会议期间,他专门到自然之友访问。约翰尼斯是一个社会活动分子，

多年来，他积极参与了许多NGO的活动，曾先后八次来到中国，十分欣赏中国的进步。他的研究重点是

经济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发展，同时，他也很关心中国的环保事业。 

约翰尼斯说，自然之友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工作和对环保的贡献，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自然之

友具有独立的见解。遗憾的是，作为真正民间NGO代表的自然之友却没能参加这次大会，错失了和许多

欧洲NGO组织相互交流的机会。这次AEPF大会的NGO会议成了一场具有政府背景的NGO的会议，这些

NGO在多数情况下代表的是政府的观点，而非来自民间的声音。 

约翰尼斯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很大，同时环境问题也很严重。他认为这二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变得

越来越糟糕，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很差。如果说以前中国

的环境问题还只是一只小老鼠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一条巨龙，中国的生态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严重污染的黄河、长江和其他河流已经给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民间组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中

国“原始东方资本主义”阶段特点表明目前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以及对空气和水

的严重污染都缺乏有效的政治控制。 

约翰尼斯说，中国如果采取无限制的发展模式并依赖于大量的煤炭、天燃气和其他资源的消耗来换取经

济增长的话，这将进一步加剧世界能源供应的紧张程度，并导致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激烈竞争的危险局

势。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因此而产生战争的阴影。全世界的石油将会在十年之内用完，我们所

有的人都经历过在强劲的危机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景象，就好像推动地球上的人类试图挣脱限制一

样。 

中国已经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石油消耗增长很快。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争夺世界石油资源方

面，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卷入了苏丹油田的是非之中，它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国际影响。这种依赖于无

限制增长需要的发展，最终将会导致国际社会间严重的安全对抗。 

由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国际上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纷纷落户中国。一方面，这使得中国出口产

品急剧增加，同时，这些企业也加剧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的过度消耗，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

环境。现在，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每增加一个GDP，都要比成熟的工业国家消耗

10倍之多的能源，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国家，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经济增长依赖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而产生的安全问题的深刻关注。 

另一个支持中国发展而又导致中国在一些激进团体中声誉不佳的问题是中国大量进口巴西、印尼和其他

国家的木材以及木产品。而这是导致这些国家过度砍伐原始雨林的诱因之一。这个原因连同其他因素，

可能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注意到气候变化、食品危机、金融危

机、环境危机和不断增加的世界因不均衡以及贫困而导致的社会危机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是一件十分重

要且有价值的事情！这是约翰尼斯先生在北京亚欧人民论坛上所发表的有关危机的观点。目前，气候变

化和环境的整体失调和系统的产品模式失调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市场经济所嵌入的国家的政治形态和制

度构架如何。 

尽管中国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凯恩斯主义的策略会占据上风，它重视

国内市场增长，把开发国内市场变成应对出口不足的手段，从而改变对无限制出口的依赖状况，走上一

个较少依赖进口能源、消耗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产生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中国应该考虑过分依

赖无限制增长策略所带来的问题，经济无限制增长的策略是危险的，约翰尼斯认为，这种无限制经济增

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10461（第 1／2 页）2008-12-4 10:33:40

http://www.fon.org.cn/index.php
http://www.fon.org.cn/channal.php?cid=51
http://www.fon.org.cn/channal.php?cid=1018


自然之友--[人物]他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长政策对中国人和对其自然环境来说，都是不可靠的。 

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出台大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还处在资本主义市场进化的第一阶段，这是

一个以侵犯信誉为特征的阶段，信誉是资本主义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国家应该是保证信誉的

执法者，但是缺乏透明的法律体系却使中国变得很脆弱，比如一个人的欺诈行为被揭露之后，有可能他

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蒙人！至少在牛奶的丑闻和其他与食品相关的丑闻案中是这样。 

约翰尼斯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他的一个研究中国有机食品问题的研究生，对此有相当多的看

法。他认为，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把目前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有机食品和可再生能源的巨大补贴和支持相

结合的话，那将是十分英明的做法。如果自然之友要做这方面的事，他愿意提供微薄之力。 

约翰尼斯建议自然之友和其他环境NGO联合社会上的其他力量，一道去面对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要相

信自己的力量，普通的人们也能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他举例说：三十年前，丹麦的一个NGO组织

HPP开始呼吁人们重视环境问题，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当时丹麦政府要搞核能发电厂，而HPP和丹麦

的其他社会激进力量则看到这是一个灾难。核电并不是一个解决能源短缺的好办法，事实上，它给人类

带来了危险，比如，难以处理的核废料，对我们的影响代代相传。HPP并不仅仅批评政府，同时，它也

成功地建造了当时丹麦最高的风力发电厂。现在，丹麦避免了核电危险，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力电力

生产者，丹麦的风力发电设备，在中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约翰尼斯相信普通人采用一种持续的行动方式可以带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日本的母亲们戴上面罩，到

街上阻拦冒黑烟污染街道的汽车前行，可以给孩子们展示行动的力量。她们呼吁为孩子的健康清洁空

气。她们做出了努力。如果这个母亲运动在中国进行，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认为，中国环保组织

应该多组织一些活动，他希望未来在中国的群众运动都能够取得成功。 

您可以通过这个邮箱联系到约翰尼斯先生：jds@ihis.aau.dk。如果要阅读他的文章，请访http://personprofil.

aau.dk/Profil/107471?languag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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