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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水中的生态思想

禄永鹏

( 甘肃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兰州 730030)

摘 要:风水观念起源于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选择与实践的结果，并不全是封建迷信的东西。风水中包含着人与自然

的协调关系，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地有机自然观，二是“藏风聚气”的生态理想，三是环境保护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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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先生认为:“风水学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

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有关环

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有关阴宅与阳宅、理论与实践系统

的理论，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1］
韩国学者伊弘基

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

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2］
中国古代对风

水学的定义都以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天文、地貌、
气候、土壤、水文、光照、温度、磁场、景观等生态因子引

进择居、卜葬及建筑艺术之中，比较科学地揭示了风水

学有效地利用自然，保护环境，使城市、村落和住宅与

自然生态相协调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随着全

球人口的激增和人类的文明化的脚步不断加快，人类

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生态系统的破坏、环
境污染加剧、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

生存。生态学被认为是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

具体方案的科学，而生态学的许多原理和原则在人类

的风水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展示和应

用。本文拟从风水与生态这一视点切入，揭示出风水

的神秘面纱下所包含的科学的生态内涵，在构建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重视建筑的“风水”，营造优美

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风水中大地有机自然观

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的唐通( TongB·Tang) 在其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传统是很

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

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学者

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客体合而为一，指导人们

与自然和谐，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

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

离”。［3］
古代风水习惯于从生态的角度把大地看成一

个富有灵性的有机整体，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证明大

地是有生命的，并且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穴位。中国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宇宙的系统性，认为宇宙中的一切

都是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有一个

完整的生态环境，都有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这

种大地有机自然观与新兴的生态科学观不谋而合，

“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现代的“生态学”对自然界的理

解和认识是一致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法则。重视对风

水中大地有机自然观的研究，有利于把“人的自我利

益与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利

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首先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

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价值观念上的

重要进步，是人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重要‘生

存智慧’。”［4］

二、风水中“藏风聚气”的生态理想

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自然生态中的日照、温度、
风向等气象因子，地形、水文、植被等地理因子，以及人

工环境中的景观、绿化、交通等人文因子，是聚落选址

时必须加以综合考虑的。优者，风水民俗称之为“藏

风聚气”的吉地。风水民俗中有歌诀曰: “阳宅须择好

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

环形，明堂宽大为有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

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是说山环水抱、背风向阳、形
势灵动、植被繁茂、生机盎然的地方就是“藏风聚气”
的风水宝地。风水追求“藏风聚气”的空间环境，实际

是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必须“藏风”、
“得水”、“乘生气”。风水经典《葬书》中提出一个很

重要的生态理论是“藏风得水”说，经曰:“生气行乎地

中，发而生乎万物”。“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

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认为“风”和

“水”这两种最重要的生态因子是保护“生气”的关键

因素，所以，既要“藏风”，又要“得水”，且“风水之法得

水为上，藏风次之”。“夫阴阳二气，噫而为风，升而为

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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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斯有气; 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这里涉及到

水土保持的生态思想，有土才有气，有气才有水，因此，

“水”成为保持生态环境有生气的最主要因素。当代

环境科学注重地球生物圈中水循环、大气循环、土壤岩

石圈及动物植被等生态关系，而这里对有关“藏风得

水”的论说，早已达到了当代生物圈或生态循环系统

科学的境界
［5］。“风水是天脉地脉之气阴阳交感形成

的宇宙能量信息。天人全息建筑科学是研究天地宇宙

能 量 信 息 与 人 类 信 息 关 系 协 调 的 道 器 系 学

问。”［6］107 － 110
天脉即宇宙天体万物的运行轨道、辐射物

质、抛洒物质、各种作用力、各种“磁”和“场”效应等的

传播渠道，发散与吸收的方式及能量。地脉即地球

( 包括大气层) 自身的内部运动所释放出和吸收进的

一切能量的通道。风在地之上，所在居天，风者泛言来

自天脉阴阳之气; 水伏地上，水润下，滋养万物。故无

风无水之地万物必枯，风水必在真龙结穴。
三、风水中的环境保护思想

中国风水学中包含着 21 世纪人类所关心的环保

思想。人类居住的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的

发展是一种协调统一的关系，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

境的破坏，《黄帝宅经》序言提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

基本原则:“顺之则亨，逆之则否。”人类只有“顺其自

然”，把自身改造自然的活动纳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

环之中，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最佳生态效果。
风水通过实践指导人们如何进行建筑、如何植树，以培

“生气”，又通过民俗禁忌的形式教导人们不能乱开挖

采掘，以护“形势”。风水学“培生气”和“护形势”的

直接目的出于保护风水，然而客观实际却是保护了环

境，保护了生态，保护了自然。“龙脉”是风水中的主

要思想之一，《葬经翼》中对龙脉的描述: “凡山，紫气

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靄靄，四时弥留; 皮无崩蚀，色泽

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而腻，不润而明。”这

就要求人们对于龙脉要备加培植，备加养护，绝不能

“妄增高而穿凿”，否则“伤龙神，消已福”。许多地方

为了避免损伤龙脉，凡龙脉所经行的山或主山，均禁止

开山造坟、采石、伐木。对地表裸露的山脉，风水认为

不吉，所以极力要求植树造林，绿化“童山”。在砂水

口处、村落前后及龙山等地段也要求广种树木，培补龙

背砂山。这些作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山体、防止

水土流失的环境保护作用。古人在长期的生态实践

中，逐渐总结出适应自然、协调发展的经验，并指导人

们选取良好的地理环境营宅立邑。如山坡上建房，常

常筑台立基或建吊脚楼，极少大规模开挖平整地基，有

利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客观上也保留了一个和谐的

生态环境。理想的风水环境都是“草木郁茂，吉气相

随。”林草是产生“吉气”和“生风”的源头，是形成“吉

地”、“龙穴”的必要条件。重视林木景观、讲究绿化环

境是古代风水理论中绿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

“风水林”对人的安康长寿、多子多福、升迁发财有着

吉凶的影响，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受这种风

水思想的教化和影响，古代的居民都十分重视住宅周

围的环境绿化，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村庄后面都有成

片的、茂密的风水林，少则几亩，多则几百亩，这些风水

林被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一般都要通过村民公约

加以保护。风水林木的种植都有严格的规定，如种植

的密度、高度、方位和树种的选择等。阳宅周围种植树

木可以挡风聚气，还能改善和维护小环境的生态，使村

落小环 境 在 形 态 上 完 整，在 景 观 上 显 得 富 有 生 机。
“风水林与水土保持思想紧密相关的证据是: 凡建造

风水林，多选种根深叶茂、覆盖面积大、生命力旺盛长

久的树种，其用意显然是防止该处水土流失。”［7］“风

水中没有‘生态’、‘环境保护’这些词，但通过对风水

理论的研究后，发现在去掉封建迷信的外衣后，风水的

实质内容就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人

类能动地选择、保护和改善环境。”［6］107 － 110

对古代风水学，我们应该本着“扬弃”的态度，积

极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使其系统化、科学化、规范

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还其风水学本来的面目，推动

国人对风水学的认识和研究，使其为工农业生产和人

类的居住环境服务。古老的风水期待着每一位科学和

文化工作者作进一步探索，揭示与破译出它的科学内

涵和生命信息。通过发掘古老风水中的生态学思想，

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使人类在不远的将来重返自己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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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广州市海珠区工商局。实践中许多符合设立个

人独资企业条件的企业多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登记，主要是为

逃税避税的需要。因此，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实际上可

作为一项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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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Member Company’s Puzzledo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WANG Xue-dan
( School of Law，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 Our new Chinese Company Law legalizes one-member companies to mee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one-member company status is not so optimistic at present． I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for the one-member company is
too strict，it will bring about more and more substantive one-member companies． This will consequentially damage the
creditors’benefits，and intimidate the legal order． It is clearly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our new
company law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and supervise the one-member company． Besides reducing the registered capital
for entry and giving some support polices，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bout substantive one-member companies．
Key words: one-member company; substantive one-membe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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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in Feng Shui
LU Yong-peng

( Humanities College，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Lanzhou 730030，China)

Abstract: Fengshui concept originated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man understanding，choice and practical
results，not all feudal superstition． Geomantic omen contains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earth organic view of nature，the ecological ideal of“hiding the wind to get together ga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oughts．
Key words: Feng Shui; ecology;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rganic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ide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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