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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对绿色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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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中国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形成了“三才”“三宜”和相生相克思

想、物质循环利用、资源的保护和适度利用等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现代农业如何继承传统农业的生态智慧，
解决好在使用现代投入品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亟需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文章从六个方面系统梳理
了传统农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阐发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启示。
［结果］ 该文阐明六点启示：一是继承“三才”思想，树立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和谐发展的新理
念；二是继承“三宜”思想，因时、因地、因物创造灵活多样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三是继承精耕细作传
统，建立高效、循环、平衡的现代农业生态系统；四是继承养地用地传统，农牧结合，废物利用，保障农
田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五是继承御欲节用传统，节制开发，合理利用，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六是弘扬
生态文化传统，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农村。［结论］ 该文提出了四点建议，即运用传统农业生态思
想，加快研发农业绿色技术；传承系统观、整体观，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法律体系；深度挖掘传统农业生态
思想价值，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留住农耕文化的载体，为绿色发展保留生
态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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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耕耘畜养绵延了几千年。年复一年的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不仅养育了伟大的

中华民族，而且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由于古代
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形成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念，“三才”“三宜”和
相生相克思想、物质循环利用、资源的保护和适度利用等传统生态思想始终贯穿于农业生产实践，并在
农耕文明的延续中不断深化发展，成为中华农耕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思想基因，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这是中华农耕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和思想基础。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逐渐增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现代工
具带来劳动生产率成倍提升，与此同时也使得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生态模式被打破；人们在一味追求
农产品产量同时，逐渐忽略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法则。农业是与自然生态联系最紧
密的产业，它依赖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反过来直接影响自然环境。因此，现代农业必须继承传统农
业的生态思想，解决好在使用现代投入品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生态环保、
生产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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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三才”思想，树立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和灵魂，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从

“三才”思想中派生出来的。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 （“天”与“地”） 的奴隶，也不
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
系。战国晚期 《吕氏春秋 • 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在这里，“稼”指
农作物。“天”和“地”分别指自然界的气候和土壤、地形等，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
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这一论断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 （或农业生物） 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
关系的一种概括，指出了农业发展离不开天、地、人的共同作用。《吕氏春秋》 之后，两千多年来的历代
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和立论依据[1]。在“三才”论的指导下，中国先民在长期的农业
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农业生态保护制度、生态经营模式和生态生产技术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
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这一对矛盾，对当代绿色发展具
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传承农业“三才”思想，就要在三个方面加强弘扬与创新。
一是要强化天、地、人之间和谐统一的思想。工业文明对自然进行毫无节制地攫取资源，不顾环境
承载能力，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危机。近代历史的
深刻教训表明，人作为自然之子，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对自然保持必要的尊重。经济社
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在发展决策中把自然规律作为认真衡量的要素，主动遵循、积极契合。
具体到农业来说，农业生产必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顺应自然规律，维护生物多样性，才能建设
美丽田园。
二是要倡导大农业观、大循环观和大资源观。首先，要树立“大资源”的理念，把人、地、产、景、
文都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其次，要倡导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大农业”观，推进农、林、牧、
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以“万物并育”为主要特点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2]；其三，
利用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原理和有机物质循环理论，来解决农业废弃物问题；其四，树立大环境观，把山、
水、林、湖、草、沙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进行系统、全面、整体研究。
三是促进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把绿色
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将绿色发展导向贯彻乡村振兴发展全过程，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
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和谐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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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三宜”思想，因时、因地、因物创造灵活多样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
“三宜”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

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种协调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三宜”原则，深刻地揭
示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构成我国古代朴素的生态学思想体系，也是我国生态农业的重要理论基础[3]。
西汉 《氾胜之书》 中说：“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提出“趋时，和土，务粪泽”
的原则。强调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要按照天时、地利和农作物三者的不同特征，采取行之有效、各自相
宜的生产技术[4]。北魏大农学家贾思勰在其 《齐民要术》 中概括农业管理的指导思想是“顺天时，量地
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三宜”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
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从理性上阐明了“三宜”的内容及其辩证关系。明末徐光启
《农政全书》 是在“三宜”思想基础上写成的，贯穿着以“风土驯化”为核心的理论。清末杨屾在 《知本
提纲》 中有：“若能提纲擎要，通变达理，相土而因乎地利，观候而乘乎天时，虽云耕道之大，实有过半
之思。”即农者若能提纲挈领地抓住“三宜”原则，充分利用天、时、地的有利因素，就得到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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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领。以下分因时、因地、因物三个方面进行分别诠释。
一是顺应天时，因时制宜。我国传统农业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时间节律性，形成“因时”“趋时”
“顺时”“不违农时”的生态农学思想，要求人们不误农时。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构建生态农业技术体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宜”。只有顺应天时、因时制宜，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根据农作物播种、管理、
成熟期的时间差以及不同地区农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组织开展跨区域机械作业，从南向北逐一推进机
耕、机播、机收，解决了小规模农户经营和农业机械大生产之间矛盾，已成为我国“三夏”“三秋”时节
的主要农业生产方式。
二是以田为本，因地制宜。先民认识到不同的地质条件有不同的土壤，在不同的土壤中农作物的耕
作和管理也不同，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形成了一整套因地制宜符合生态学原
理的、有利于土地养分平衡的耕作制度和田间管理技术。为建设生态农业提供了宝贵农耕文明遗产。在
现代农业生产中，因地制宜思想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和环境容量，制定符合自然界作物生长规
律的农物区域布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
建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生产新格局；同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构建农业农村空间
布局体系，规范农业农村发展空间秩序，推动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新农村发展新格局。
三是因物制宜，和谐共生。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耕作制度、种植结构以及各类地方品种的形成，是先
民在成千上万年的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适应各地自然条件的产物。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根据各区
域发展的分异规律，按区内相似性和区际差异性，对全国各地进行科学分区划片，从而达到充分、合理、
高效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合理的农业地域分工，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规划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的目
的，现已形成的粮食主产区、重要农产品产区、特色农产品产区等作物生产布局，成为因地制宜的典范。
从因物制宜的思想出发，当现代科学技术找出某种作物的特性，然后利用其特性，可通过人工干预，促
使作物生长。如人们用保暖、加温、透光、避光等手段和相应的农业技术措施，促进作物提前开花，就
是通过建立人工环境去改变微环境，更好地满足植物生长的条件，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可控性和防灾、稳
产、高产的能力和水平，将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农业，打造成规模规范、立体集约、生态环保、自动
可控的有机“生态型农业”。
总之，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推进绿色发展，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遵循“三宜”原则，因势利导，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创造多种生态农业技术类型，形成因时、因地、因物的、灵活多样的生态农业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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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精耕细作传统，建立高效、循环、平衡的现代农业生态系统
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为总目标，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

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形成多物种共栖、多层次配置和多级质能循
环转化的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大致可概括为深耕、细耙、合理密植、保墒管水、多
肥多锄等。如除草保墒的中耕技术，《齐民要术·种谷》 中有“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
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意思是除草保墒产量能大为提高。精耕细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深深的
烙印， 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中华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原因。世界人口总是不
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仍然要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
一是建立农业生物防控系统。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土壤耕作、土壤改良、作物栽培、肥料
积制利用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相当完备的技术。在作物栽培方面，古代的间作、套种、轮作以及复
种，都是通过寻求多样生物之间的最佳生态关系，实现生物互利作用的最大化，生物互害作用的最小化。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古人使用狼猄蚁防治柑橘害虫、青蛙治虫、养鸭治蝗、鸟类捕虫进行生物防治，采
用植物性杀虫剂杀灭害虫，利用溲种法 （种子包衣技术） 防病抗旱等措施降低虫害危害。在推动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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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采用科学的作物种类组合布局、
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合理密植等措施，配套相应的农机装备；协调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作物与农作物之
间的生态关系，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融为一体。
二是促进精耕细作与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耦合。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属
于劳动集约农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不断地改进农业机械，推进农业机械化与精耕细作技术的结合。
目前，我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我国农业也已进入到现代化初级阶段，特别需要
把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有机结合，以现代科学来改造传统农业技术，实现精耕细作
优良传统与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耦合，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推动下，进行集约化经营，
稳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5]。
三是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注重农业生态系统中光、热、水、气、土壤、肥料与农
作物生长发育之间，农作物与农作物之间的组合搭配、协调统一；注重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更加注重适
应和利用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注重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
和综合利用；这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代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现代农业应继承精耕细作这一
传统，根据各地自然资源的特点和不同生物的特性，采用一系列适应和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的
技术措施，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生物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建立农业生态平衡系统，实现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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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养地用地传统，农牧结合，废物利用，保障农田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为人类提供基本食物来源。“地可使肥，又可使棘”，

讲的是农业土壤既有可能越种越肥，也有可能越种越瘦，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正确处理用地与养地的关系，
这是人们对“地”本质属性深刻认识的理论诠释。南宋陈旉的“地力常新”理论认为开垦的土地只要使
用得当，不仅不会衰败，反而会“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
在我国传统农学中，养地的主要靠施肥，但并不限于施肥，有着不少可资借鉴的好经验。首先，废
物利用，多粪肥田。肥料的制作与利用是保证农业生产和收成的重要措施。谚语：“庄稼一朵花，全靠肥
当家”。《王祯农书》 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
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化废为宝”。其二，农
畜配套，种养结合。我国自古就有农畜结合的传统，在牧区以牛、羊、马、驼等草食家畜为主，牧农结
合。在农区以农为主，农畜结合，通过动、植物的生理机能将其转化为自身生长营养物质，形成了相互
循环的生物链，在种养之间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其三，休闲轮作，间作套种。通过休耕轮作让土
地得到休息并补充养分，利用作物间差异性进行间套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其四，互生共养，相生相克。
先民巧妙利用动植物的共生互养关系，发明了稻鱼共生、桑基鱼塘等技术，建立合理的人工生态农业。
现代农业生产应继承传统农业的养地用地经验。
一是农畜结合，多粪肥田。国家提出大力推行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实行“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产品”的循环经济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打通种养结合发展的通道，
推动农业生产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经济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循环经济转变，
就是以形成粮饲兼顾、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新型农业结构为目标的积极举措。
二是稻鱼共生，田塘结合。近年来，全国各地稻田养鱼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措施精细化程度
日益提高，取得了“三节三增”的经济效益，即节约耕地、节约肥料、节约用工、节省农药、增产粮食、
增产鲜鱼、增加收入，还具有增加有效蓄水、除虫灭害防病、促进生态环境优化等生态效益。
三是轮作间作套种，养用结合。作物轮作导致土壤轮耕，施行作物轮作与土壤轮耕的有机结合，实
现用地养地的结合和循环，从而优化了作物群体之间以及作物与土壤之间的生态关系。作物套种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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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层片结构及性状特点，把用地作物和养地作物的相互结合，使间混套作的作物达到了早种与晚种，
高秆与矮秆，深根与浅根，喜阳与耐阴等多种结构错综复杂的组合，充分利用自然空间，而取得最大的
经济和生态效益。
四是废物再生，有机循环。传统农业系统内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在现代农业中，我们要有效地
利用环境资源来实现农业的循环发展，就是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与加工业有机联系的综合经营方
式，其核心是有机废弃物再生利用。通过发展循环农业，使农业发展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
转到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上来。

5

继承御欲节用传统，节制开发，合理利用，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
我国先民遵循“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保持生物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周

代还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机构，设置了“山虞”(掌管山林)、“泽虞”(掌管湖沼)、“林衡”
(掌管森林)、“川衡”(掌管川泽)等机构，较好地保护了当时的动植物资源[6]。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思
想认识相呼应，公元前 1150 年，西周文王颁布的 《伐崇令》 就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

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现今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以后各代相习成
俗。《荀子·王制》 已经把保护生态环境、永续利用生物资源，贯彻到了对君王威德的政治制度中。此
后，历朝历代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法规有所增益，体现着节制开发、有序利用、保护生态的思想。
目前推进绿色发展应继承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节用思想。
一是以时禁伐，保护自然资源。现代人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长期透支，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
越接近极限；为此，国家通过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努力保护森林生
态系统，修复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治理荒漠生态系统，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积
极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努力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知识，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有效地监
督管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节制开发，合理利用。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
满足人类的贪欲。要遏制自然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枯竭就必须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把土地过度开
发的强度降下来，节约稀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在禁止大规模开发耕地，对城市建设用地实行最严格
限制制度，同时开展农业生产用水制度改革，通过收取水费，鼓励农民节水。2021 年国家在长江的“一
江两湖七河”开启十年禁渔，这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是继承中华农耕“节制开发”思想
的真实写照。

6

弘扬生态文化传统，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农村
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是在五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生态实践中逐渐发展和成熟的。新石器时期，祖先的

原始崇拜体现了自然至上的生态观。常以图腾崇拜的形式保护某种动物或植物，以自然崇拜保护所谓的
神山、神林，不敢破坏生态， 害怕遭到神的报复。在此背景下孕育和发展的儒、道、释“三教”的生态
思想，它们都强调天道、地道、人道的相通和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处世和哲学基础，也对
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当今的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构成了持久的影响。在“三教”的浸淫下，其所倡导的
生态文化浸润到我国农耕传统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7]。当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传统生态思
想，为当代人实现绿色化生活方式、建设精神家园、实现诗意栖居提供良方。
一是绿色生产，产业兴旺。现代农业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农业不仅要生产出安全的农产品，还要
对农业的自然生态系统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要摒弃过去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应借鉴传
统农业的循环发展理念，秉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努力构建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以最小的投入、最佳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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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最好的收益，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是生态宜居，留住乡愁。我国先民以朴素的生态观，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根据地理条件，精心
选择，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和方法，创造了大量与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人居建筑形态，充满
了先民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建设新农村，需要继承低碳简朴的生态文化，遵循着自然的生态规律，寻求
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以系统观的生态手段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打造生态宜居的田园风光，让村民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是传承农耕文化，建设文明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质上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
自然良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关键在于人对文化的选择。来自世代传承的农耕文化的乡村习俗、乡规民
约和民间禁忌等，在传统社会中对人们的生活发挥着规范与制约作用。我们要积极弘扬中华优秀农耕文
化，养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和习惯，提高自觉遵守法规的素养，珍爱自然、追求勤俭节约、
低碳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培育绿色简约生活新风尚。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重建乡村的人文系统，
使人们从受法规约束变成自觉保护自然行动，实现家庭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方向转变。

7

讨论与建议
新时代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从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中

寻求先人智慧和前车之鉴，遵循“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法则，突破绿色发展关键技术，建立健
全农业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自觉以绿色发展之路振兴乡村，努力实现农村美、农民
富、农业强。为此，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农耕文化及其生态智慧，从政策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引领倡导，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运用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加快研发农业绿色技术。按照尊重自然规律、物质循环与相生相克等
思想意识，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装备技术、信息技术等，把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间作套种、
种养结合、生物防治等传统农业生态技术模式应用到当代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并与当代农业技术装备的
耦合，赋予新的形式和现代技术集成，助力乡村产业振兴[8]。
二是传承系统观、整体观，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法律体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尽快清理各类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法律体系。特别是对于现行的法律
法规与农业绿色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和条款，应尽快进行梳理和修订。
三是深度挖掘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价值，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组织农史、农艺等方面的专
业人士，深度挖掘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价值，召开专题研讨会、论坛，组织学术研究评奖活动等，提升研
究的整体水平，转化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理论体系，为现代农业走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
与实践借鉴。唤醒全社会保护传承农耕文化意识，形成保护传承农耕文化的自觉行动，以绿色发发展为
引领乡村振兴。
四是留住农耕文化载体，为绿色发展保留文化基因。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保护好文化遗产地的生产
系统、生态村落、重要见证物以及传统生态实践经验丰富的传承人，挖掘农耕文化特色、民俗风韵、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文化内涵，通过传帮带使传统生态基因代代相承，让农业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
有力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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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TO GREEN DEVELOPMENT *
Liu Beihua，Tang Zhiqiang※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ncesto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had forme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oughts such as "Three Talents" " Three

Appropriates", the idea of mutual growth and mutual restraint, material recycling,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moderate
utilization, etc. How to inherit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when using modern input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issues in modern agriculture.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rom six aspects,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xpounded the 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t clarified some inspirations. Firstly,
inheriting the "Three Talents" thought to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Secondly，inheriting the "Three Appropriates" thought

to create a flexible and divers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ime, place and material;
Thirdly，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intensive farming to establish a moder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ith high

efficiency, circulation and balance; Fourthly，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land use to combine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and make the use of waste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farmland ecosystems; Fifthly,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restrained desire of luxury, abstinence exploiting,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Finally,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to build a prosperous and

ecologically livable industry and new countryside. In summa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speeding up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ies by us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inking;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though inheriting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view; digging deep into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thinking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rotecting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taining the carrier of
farming culture, and preserving ecological cultural gen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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