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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爱健康 爱地球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多大

的作用？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曾在瞬间想过的问题。
其结论可能是，环保应该是全民的、政府的，个人的
力量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于是，就会发现，身边的
很多人是非常有环保意识的， 可惜仅仅是口头上
的。 行动嘛，偶尔为之，没有长性。

作为一种对照，乐活一族的态度是：不管别人
怎样，我要做环保的事情，我要过健康环保的生活。
虽然一直以来，也有环保生活、有机生活、慢生活等
概念生活形态出现，那么“乐活”生活又有何不同
呢？ 差别在于，很多人至今所关心的还停留在“危
险、有害”的危机感上，强调的是“什么不能做、不能
吃”， 相比之下，“乐活族” 则强调努力主动争取健
康、快乐的日子。 认为关心环境生态，等于关心自
己。“乐活”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迅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而还形成了一种特定
的文化。 这让更多的人去重新思考生活、重新审视
时尚、重新定义流行。

随着“乐活”的流行，相应的“乐活”经济也开始
活跃，一些原始生态游、原生态的农家菜馆逐渐火
暴起来，各种健康概念食品、用品也都逐渐热销，而
且相关的杂志书籍、服务也迅速崛起，甚至有些商
家正在探讨修建有机公寓。 还有一些已然出现的纯
手工制品店， 其经营理念是“非大量制造”、“多样
性”和“环保”。

一些经营者还提出， 自己不是单纯在卖产品，
而是在经营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情感。 这就是
“乐活族”的理念：作为一名普通公众，通过消费、透
过生活，支持环保、做好事，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
于是身心健康，每个人也会变得越来越靓丽、有活
力。 这个过程就是：做好事，心情好，有活力。

21世纪的人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成为越
来越多人所思考与追寻的话题。

生活质量取决于经济条件，这恐怕已成为人们的
固有观念。 然而“乐活族”却认为：生活质量不仅取决
于经济基础，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生活的观念。

不可否认，经济状况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前提条
件，但它并非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在现实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有钱但生活质量并不高。
问题的焦点就是生活观念落后。 对于某些人，钱不
仅没为他创造幸福，还变成祸根。 同样，有些人收入
也并不很高，但生活质量却不错，一家人吃得好穿得
好，还不时外出旅游，生活很时尚。 问题的关键是他
们能够文明科学地消费，充分享受现代化给生活带
来的乐趣。 其实，这也正是“乐活”的精髓。

当有些人还在追求名牌轿车、山珍海味带来的
虚荣和奢华时，“乐活族” 们在嘲笑那些人的落伍。
因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吃绿色有机食品、穿棉麻
天然织物、使用二手货品才是当前流行的生活方
式。不是用拥有物质的多少，而是以一种健康的
生活态度使自己快乐。 这令我们看到
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外在表现形
式， 其实他们最本质的特点在于他们独
特的价值观： 把生态与身心健康放在名
利之上。

应该说，“乐活” 是 20 世
纪末许多富裕阶层经历追
求逸乐、过度消费的空
虚之后，所产生的集体
反思。 令人高兴的是，
很多人开始追寻
与实践一种新的
生产方式与生活
方式， 这种新的

“活法”能够保证
人类健康、 快乐
而可持续 地 发
展。 于是看到走
时尚路线的“乐
活” 让许多人找
到了真正优良品
质生活的真谛。

“乐活族”直译就是“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
是“乐活族” ，欧洲约是三分之一。“乐活理念传入中国时间虽不长，但已为很多人
所接受，并成为一种生活趋势。 ”总而言之，“乐活”是一种环保理念，一种文化内涵，
一种时代产物。它是一种贴近生活本源，自然、健康、和谐的生活态度。从日常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到高科技数码产品……乐活， 正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思想观念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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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成
衣
1．减少衣服干洗的次数。
2．贴身的衣物如内裤、内衣、每天洗

脸的毛巾，试着选购有机衣料。
3．将不需要的衣物送至回收机构。
4． 尽量穿棉麻丝等天然面料的衣

服。
食
1．购买当季蔬菜水果，可避免过多

的农药和化肥，购买本地食物，降低运
送燃料和多余包装。

2．尽量多选用植物性饮食。
3．出外就餐自带筷子、水杯、饭盒。
住
1．换面积较小、通风采光好的房子。
2．用自然提炼或可生物分解的清洁

剂。
3．水槽下放水桶，回收废水做家务

清洁。
4．尽量开窗，减少使用冷气。
行
1．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还可以

增加运动量。
2．健走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环保

又不花钱。
3．定期保养爱车，达到车子最佳性

能又不浪费油。
4．如果想买车，考虑环保车。

乐活族十大宣言
1．我会注意吃什么、如何吃，不吃

高盐、高油、高糖的食品，多吃蔬食（素
食）。

2．我会经常运动、适度休息、均衡
饮食，不把健康的责任丢给医生。

3．我会注意自我成长、终身学习、
灵性修养、并关怀他人。

4． 我会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减少废气污染。

5．我不吸烟、拒吸二手烟，支持无
烟环境的政策。

6．我会减少制造垃圾，也实行垃
圾分类与回收。

7．我会试着使用对环境友善的化
学产品，例如使用换用环保清洁剂。

8．我支持有机（无毒）农产品，并
尽量优先选用。

9．我会向家人、朋友推荐对环境
友善的产品，例如环保汽车。

10．我会随身携带环保筷、贡献己
力，少砍一棵树。

乐活族的八大主张

族
乐 活

� 崇尚义利合一、天人合一与
身心灵均衡发展的价值观，树
立离苦得乐、与自然和他人共乐

的人生观，主动放弃违背道德、健
康、环保与可持续的“不乐活”的思
想与理念， 树立人与自然、 人与社
会、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都能和
谐共生的科学发展观。

定位
既不盲目崇洋， 也不刻意复古，行

走于经典与时尚之间， 东方与西方之
间。

风格
降低自身的欲望，放慢生活的节奏，

平缓自己的呼吸，减少浮躁的行动，逐渐
体验慢生活、简单生活、宁静生活与悠闲
生活的价值与趣味。

饮食
认同“青菜豆腐保平安” 的饮食理

念，崇尚素食与有机食品，支持有机农业
与有机农场； 喜欢自家的饭菜与在家吃
饭， 少吃经过工业加工的食品； 崇尚慢
餐，珍视餐饮的品味与乐趣，外出就餐
时，优先选择慢餐厅与素餐厅；在阳台
与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瓜果，支持或参与
有机农场的发展。

服装
穿衣以洁净为要； 优先选择纯

棉、全麻等天然面料的服装；优先
选择有机材料制成的服装； 珍惜
与利用旧衣服。

家居
优先选择节能减排的环

保建筑或绿色建筑，采用简
洁、环保的安全设计方案
与装修材料， 优先选择

天然与有机
面 料

的家纺用品；减少像赌博、吸烟、酗酒与玩
游戏机等对人身心有害的休闲娱乐活动，
增加喂养宠物、养花种草、琴棋书画、散步
健身、武术体育与手工制作（DIY）等有利
于身心的休闲娱乐活动；设置书房，增加
家庭藏书， 培养家庭成员的学习习惯，把
自己的家庭建设成知书达礼的书香门第。
深宅的小年轻很多，乐活族就这样痴迷网
络，琳琅满目的小居家饰品也给他们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乐活族把乐活的精神带到
了居家即乐活家。

交通
多走路，少坐车；多坐公交车，少开

车；买车要买环保车；优先选择人力车、畜
力车、自行车、电动车与轮船等交通工具。

购物
乐活族拥有改变世界的伟大力

量———购买力， 只要有利于健康与环保，
就愿意购买没有品牌，即使贵一点的乐活
产品。否则，只要有损于健康，不利于生态
环境，即使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也拒绝
购买。

产业
乐活教育是一切乐活产业的先导，有

机农业是所有乐活产业的基础，乐活产业
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吸收国际有
机农业的先进经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的
既有优势，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中国
乐活乡村，是改革中国农村经济，扩大城
市有机产品市场，彻底改变中国食品安全
危机，拉动巨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参与和
推动五大乐活产业———以新能源与节能
减排产品为代表的可持续产业；以天然与
有机产品为代表的健康生活产业；以生态
环保型家用品与办公用品、 环保家电、生
态环保旅游等为代表的生态生活产业；以
中医中药为代表的新型医疗产业；以教育
培训、瑜伽、灵性产品等满足人身心灵需
要的个人发展产业。

乐活四小件
出门携带乐活四小件———手绢、

饭盒、环保筷与布袋，少用餐
巾纸、快餐盒、一次性

筷子与塑料袋。

“乐活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