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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丽乡村，到科技种树。继去年浙江省久
久为功十五载践行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激励与行动类别奖项）”后，北京时间 27 日，支
付宝蚂蚁森林也获此殊荣。

这一联合国最高级别的环保奖项已经第三
年颁给来自中国的绿色创新和行动者。从塞罕
坝三代造林人，到浙江省推进“千万工程”，再到
蚂蚁森林，中国推动绿色环保的新路径和宝贵
经验正在被世界认可。

一棵树背后的环保自觉

这是一座只能背风说话的西北小县城，却被
一个手机种树应用，改变了这里几代人与沙斗争
的状态。甘肃省武威市下辖的民勤县，三面都是
沙漠，风大，树秃，迎风说话就会吃进沙子。只有
一种特别能适应盐渍化土地的梭梭树能存活。

从 2016 年开始，当有人在支付宝蚂蚁森林
的小树苗盖了戳，这儿的梭梭林里就会种下一
棵梭梭树。3 年来，大约有 5 亿人通过这个手机
应用“种”下了 1 . 22 亿棵真树，平均每天大约
11 万棵树被栽种在像民勤县这样的荒漠上。

“3 年前，我孩子出生那天，手机上的梭梭
树也种成了。”来自福建的蒋生决在老婆怀孕期
间，天天陪她散步，在蚂蚁森林里积攒了很多
“能量”。孩子出生时，他恰好在手机上的蚂蚁森
林里养成了一棵虚拟梭梭树。

而在内蒙古阿拉善，一棵真实的梭梭树也
几乎差不多时间被种在了这片沙漠化严重的地
区。一个孩子的新生，和一棵树的新生，就这样
跨越了 2400 多公里，紧紧相连在一起。

因为孩子还小，蒋生决只能带着孩子的照
片去阿拉善看这棵与他命运相连的树。他希望，
等孩子懂事后，告诉他这棵树的故事，让孩子从
小就懂得如何保护地球。

手机上一棵虚拟树是如何在几千公里之外
变成一棵真树的呢？

用户步行替代开车、在线缴纳水电燃气费、

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等行为节省的
碳排放量，将被计算为虚拟的“绿色能量”，可
以用来在手机里养大一棵棵虚拟树。虚拟树长
成后，蚂蚁森林和公益合作伙伴们就会在地球
上种下一棵真树，或守护相应面积的保护地。

虽然蚂蚁森林种的树，在国家总的人工
造林占比中微乎其微，但它的一个价值在于
唤起了亿万人对公益、环保的热爱。

80 克表示坐过一次公交车，52 克代表
坐了一次地铁，共享单车每分钟 1 . 8 克，行
走的步数越多累计的“绿色能量”就越高……
90 后杭州小伙沈均亮对蚂蚁森林能量的产
生再熟悉不过了。“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一款名叫‘蚂蚁森林’的绿色游戏。”沈均
亮说，他已经养成了每天早起收集绿色能量
的习惯。

被唤醒的还有他的环保意识。3 年来，他
每天坚持跑步，收获“绿色能量”，在荒漠种下
了 13 棵真树。如今他已成为一名环保工程
师，一直奋战在环保领域。“每个人都讨厌雾
霾热爱蓝天，大多数人愿意为减少雾霾做点
事，但都很难坚持。因为蚂蚁森林即时的正向
反馈，让我坚持下来。”他说。

一座城背后的绿色脱贫

对于民勤县大部分种树人来说，种树还
谈不上是信仰，它首先是解决全家生活的机
会和希望。县城附近有一个移民村，今年年初
刚刚从山上搬下来，孩子上学是不成问题了，
但是一家的劳动力要找一份工还是很困难。

不过现在，全村成年人都有了新的奔
头——种蚂蚁森林。从实际效果来看，蚂蚁森
林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贫困地区的就业
和经济发展。截至 2019 年 8 月，蚂蚁森林累
计创造超过 40 万人次的绿色就业机会，如种
植养护树木、巡护保护地等，实现劳务增收超
过 6000 万元。

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的牧民聂玉胜就是其
中之一，他现在是蚂蚁森林的一名护林员，照
看着 2000 多公顷的森林。

“没想到我这样一个普通牧民也可以参
与进来帮助改变环境。短短三年，我生活的土
地变得更绿了。这里也有我一份努力。”57 岁
的聂玉胜说。

从 2018 年开始，阿里巴巴生态脱贫小组
依托蚂蚁森林平台，通过“公益保护地”和“生
态经济林”两种模式，助力地方实现可持续、
可参与、可借鉴的脱贫致富。

在内蒙古最贫困的县之一清水河县，蚂
蚁森林种植的一万亩沙棘成了当地人脱贫的
“摇钱树”。县长亢永强说，“蚂蚁森林不仅缓
解了荒漠化，还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收益，
靠采摘沙棘，一年最多能赚四五万元。”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方式让当地经济发
展多元化。今年 3 月，一对来自河南郑州的情
侣前往阿拉善沙漠甘肃民勤地区拍婚纱照。新
娘表示，收了半年的能量种了一棵树，就想去
看看，那么多棵树中，有一棵树是她种下的。

在杭州经营一家旅行公司的尤圣德发
现，很多玩蚂蚁森林的人都会萌生去“现场看
看”的念头。他看准了这个机会，与蚂蚁森林
协商，组织了一批游客，去内蒙古阿拉善看了
蚂蚁森林。他们试图用旅行的方式，融入到当
地经济发展中。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
诺生的声明中多次提到了“创新”。像阿里巴
巴这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尝
试通过技术激发全球用户的正能量和创新行
动，从而改变我们的世界。

一个国“绿色治理”的铿锵之音

去年 4 月，一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
员曾到访浙江多个地方，对浙江的绿色发展
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他说：“我在浙江
浦江和安吉看到的，就是未来中国的模样，甚
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浙江只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绿色治理”声
音的一个缩影。在美国航天局今年 2 月公布
的卫星图片和数据里，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变
得越来越“绿”。过去近 20 年来，地球表面共

新增超过 200 万平方英里（约 5 . 18 亿公顷）
的植被面积，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孙雨林。而
对此作出主要贡献的，则是中国和印度起到
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据波士顿大学研究者称，中国和印度的
国土面积仅占全球陆地的 9%，但对于全球
绿化面积的增长贡献却高达三分之一。研究
给出的数据还显示：印度新增绿化面积主要
来自农业，占比达 82%；而中国新增绿化面
积的 42% 来自于植树造林。

近年来，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走进了联合国，中国也将生态文明
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印度德里大学环境保护教授库马尔表
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国家治理整体战略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绿
色治理内容，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全
球绿色治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上，不管是“千万工程”，还是蚂蚁森
林，其背后的逻辑还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就是“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

中国的“绿色治理”方案正在走出国门。
受蚂蚁森林的启发，2019 年 6 月 25 日，拥
有 1500 万用户、被称为“菲律宾版支付宝”
的移动支付平台 GCash 也上线了“GCash
森林”，鼓励国民参与环保和植树造林。据了
解，这也是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公益模式首次
出海。

依托支付宝的技术支持，在菲律宾版“蚂
蚁森林”里，当地用户同样可以通过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来积累绿色能量，种下一棵真树，
最终收获一片森林。

“数字技术公益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美
好的生活环境是世界人们的共同追求，也是
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最好财富。”蚂蚁金服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说，今天“地球卫
士”的光环要给年轻人，是他们的参与和带动
成就了蚂蚁森林这个全球最大的个人参与环
境治理平台。

从“千万工程”到“蚂蚁森林”
“绿色治理”中国方案得到世界认可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郑生竹）近
期，记者跟随全国人大组织的中华环
保世纪行采访团实地走访发现，10 多
年来，江苏坚持铁腕“治太”，大批关停
太湖流域高污染企业，全部拆除湖区
围网养殖，流域污水处理总能力大幅
提升，太湖治理成效显现。

铁腕清除流域污染源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太湖
水质恶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于流域
地区超出环境容量的工农业生产
活动。

东太湖是太湖下游一处狭长形湖
湾，由于过度养殖、围垦，湖泊富营养
化曾不断加剧，湖区泥沙淤积，湖泊逐
渐走向消亡。“以前是临湖却看不到
湖，在远处就能闻到腥臭味。”苏州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 年
开始，东太湖实施退垦还湖、拆除围网
等治理工程，大堤沿线生态也得到修
复，而今的东太湖已成为当地居民的
休闲去处。

位于无锡西南方的蠡湖属于太湖
内湖，因范蠡泛舟其上而闻名。由于
长期不合理开发，蠡湖一度成为太湖
水污染重灾区，水质常年处于劣Ⅴ类。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污水流入，蠡湖周
边铺设截污管道，污水全部集中处理。
眼下的蠡湖已成为波光潋滟、风光旖
旎的国家湿地公园。

数据显示，2007 年以来，太湖流
域累计关闭化工企业 5000 多家，关停
重污染及排放不达标企业 1000 余家。

近年来，太湖流域新增污水管网
600 公里以上，污水处理能力 848 万
吨/日，为 2007 年的 2 . 6 倍，已基本
实现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统筹协调治理与发展

大力度关停企业和拆除围网养
殖，曾对太湖流域地区经济发展带来
阵痛，但同时也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为
绿色发展带来契机。

数据显示，苏南地区三次产业比
重已从 2007 年的 2 . 2：60 . 6：37 . 2，
调整为 2018 年的 1 . 5：47 . 7：50 . 8，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占比
超过 45%。

为引导太湖流域绿色发展，苏州、
无锡等地探索生态补偿立法。苏州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顾杰介绍，2014
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制定了《苏州市生
态补偿条例》。近年来，苏州已累计投入生态补偿资金超过
80 亿元，而太湖流域的镇村是生态补偿资金获益最集中的
地方。

濒临太湖的柳舍村因临近太湖水源地，发展企业受到
限制，曾一度是当地的经济薄弱村。得益于生态补偿政策，
依靠清新的村居环境，柳舍村已改造成特色田园乡村。小
桥流水、白墙黛瓦的乡村环境，让柳舍成为一处“网红打卡”
景点。每到周末，村里的民宿一房难求。

“太湖治理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江苏省生
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费志良表示，目前苏南地区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群。在 2018 年公布的第
一批江苏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中，苏南地区占
44%。

水质趋好仍需久久为功

近年来，太湖流域水环境持续改善。数据显示，今年 1
-8 月，太湖湖体平均水质为Ⅳ类，而 2007 年为劣Ⅴ类；综
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5 . 6，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15 条入
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其中 7 条河流水质较去
年同期改善 1 个类别。

自 2007 年暴发蓝藻水危机事件以来，太湖已连续 11
年实现国务院提出的“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
湖泛”的目标。太湖正逐渐恢复昔日鱼翔浅底、碧波荡漾的
美景。

太湖水质稳中趋好的同时，也应看到水质改善的“边际
效益”在递减，太湖治理已进入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

“总磷等个别指标降幅空间有限，成为制约太湖流域水
质改善的最大短板。”费志良说，太湖“藻型生境”尚未根本
改变，蓝藻湖泛隐患不容忽视。太湖流域产业结构仍然偏
重，污染排放总量依然超过环境容量。

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仍需久久为功。费志良表示，下
一步，在贯彻国家太湖治理总体方案、落实江苏省各项太湖
治理规划方案基础上，将抓好工业污染防治、提升城乡生活
污染治理水平等六大类关键性工程，攻坚克难、精准施策，
进一步改善太湖水质和流域生态。

新华社兰州 9 月 28 日
电（记者郎兵兵、张玉洁）吃
上洮河水，甘肃旱塬百姓期
盼了半个多世纪。27 日，甘
肃省天水市城区引洮供水工
程正式通水运行，近 80 万天
水群众的“引洮”梦圆。

洮河是黄河重要支流。
引洮工程是甘肃历史上最大
的跨流域调水工程。2015
年，引洮一期工程正式运行，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

天水市城区引洮供水工
程是引洮工程的延伸和有机
组成部分，也是甘肃省第一
个采用市场化融资模式运作
的重大引供水项目。

工程从引洮二期四干渠
末端引水，年供水量 5548 万
立方米，供水人口近 80 万
人，工程概算总投资超 19 亿
元。项目分主体工程（输水工
程）和配套工程（供水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输（供）水管道
工程、隧涵工程、调蓄水池、
净水厂四部分。

地处甘肃省东南部的天
水市，是关中平原城市群重
要节点城市。天水是资源型
缺水和工程型缺水并存的城
市，近年来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趋突出，间歇性停水、高层

断水时有发生，影响居民生活，制约城市
发展。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天水市委书记王锐
说，“引洮河之水，济秦州之困”的“引洮”梦终
得圆满，对彻底解决天水城区用水紧张矛盾、
满足城市中长期用水需求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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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在宋村乡云源港的水面上，渔民划着渔船，船头点亮渔灯，构成一幅“渔舟唱晚、万家灯火”的
美丽图景。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宋村乡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打造渔家元素特色景观，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目
前，宋村乡依托山水景观和渔家文化，带动了当地精品民宿和集沙滩嬉水、自助烧烤、农事体验、民俗摄影采风
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发展。2019 年 1 月初至 7 月底，全乡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1300 万元。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渔舟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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