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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园

　　新华社昆明 4 月 22 日电（记者王长山、
庞明广、赵珮然）这里是“动物王国”“植物王
国”“物种基因库”；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生物多
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七彩云
南，山青水绿，地美天蓝，是无数人的“诗和远
方”。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近年
来，云南各族人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探索绿
色发展之路，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生态
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交出一份绿意盎
然的答卷。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湖面碧波荡漾，天空白云朵朵……一幅
美丽和谐的生态画卷在人们眼前展开。“滇池
不臭了，水越来越清了，像回到小时候。”40
多岁的昆明市民陈嘉佳感叹道。
　　近年来，随着治理保护工作的推进，曾被
严重污染的滇池水质逐年提升。2016 年，滇
池全湖水质由持续 20 多年的劣Ⅴ类改善
为Ⅴ类；2018 年，滇池全湖水质上升为Ⅳ类；
2020 年，滇池连续第三年全湖水质达Ⅳ类。
　　滇池复苏，是云南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的缩影。“十三五”以来，云南九
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攻坚战连连告捷，实现
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转变，抚仙湖、泸
沽湖水质保持Ⅰ类，劣Ⅴ类水体湖泊从 2015
年的 4 个减少至 1 个。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周曙光
说，“十三五”以来，云南坚持最高标准、最严
制度、最硬执法、最实举措、最佳环境，举全省
之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九
大高原湖泊治理等“八个标志性战役”，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云南是中国 17 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和
交汇区域。目前，全省有高等植物 19333 种，
占中国 50.1%；有原生脊椎动物 2242 种，占
中国 51.4%。“云南是公认的生物多样性重要
类群分布最为集中、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
样性关键地区，要以全球视角来谋划生态保
护。”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卫斌说。
　　为减少大气污染排放量，云南加快能源
结构调整，全省清洁能源累计装机不断增长；
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逾 42% 。
2020 年，云南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达 98.8%，“云南蓝”让无数游客向往。
　　森林覆盖率达 65.04% ；划建各级各类
自 然 保 护 地 3 6 0 余 处 ，占 全 省 面 积 的
14.32%；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增至 39 个，土
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彩云之南天更蓝，
水更清，地更绿。

“三张牌”铺就绿色发展之路

　　“种芒果后，山绿水清，钱袋子鼓了，空气
润了。”站在金沙江畔，望着满山绿树，华坪县
石龙坝镇临江村 70 岁的果农王道相面带喜

色。王道相有 300 多亩芒果，年产值 200 多
万元。
　　华坪县地处金沙江畔，曾是全国 100 个
重点产煤县之一。因无序开发，生态一度遭
到破坏。王道相说，江边过去多是秃秃的荒
山，一到雨季，泥土被雨水冲刷，江水浑浊。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华坪有序关闭矿
井，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依托光、热、水资源，
推广芒果种植。2019 年，全县芒果种植
37.8 万亩，产量 31 万吨，产值 22.8 亿元。华
坪实现由“黑”向“绿”的转身，成为生态优势
突出的云南加快绿色发展的代表。
　　云南提出，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能
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
　　以水电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跃至云南
第一大支柱产业。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乔国
新介绍，2019 年，能源工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总量的 5.6%，预计到 2025 年全省绿色
能源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5200 亿元。
　　茶叶、水果等 9 个产业综合产值增长
10% ……绿色食品牌生态质优，以鲜切花等
为代表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成为云南出口第一
大项商品。昆明斗南花市已成为亚洲最大、
全球第二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中国市场上，
每 10 枝鲜切花有 7 枝来自昆明。”云南斗南
花卉产业集团企划运营总监董瑞说。
　　来七彩云南旅游、休闲、康养，已成为生

活新时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曾艳
说，深入推进旅游革命“三部曲”，文旅融合新
项目新产品新业态持续巩固拓展，云南旅游
业全面转型升级。
　　云南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坚持发展与
保护相协调，呵护绿色、追求最美，“绿色”成
为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鲜明底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只叫‘九哥’，从猴群分出来后自己组
建了‘家庭’。”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滇
金丝猴国家公园里，年过六旬的余小德对访
客说。护林员兼护猴员余小德是维西县塔城
镇响古箐村民小组村民，他知晓这里每只猴
子的特征和品性。
　　滇金丝猴主要分布在云南白马雪山一
带，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 世纪 80 年代
前后，打猎和伐木等行为对其栖息地造成破
坏。为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国家建立了白
马雪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与有关方面合
作，探索“社区共管”，保护的同时解决居民的
生存与发展问题。放下猎枪和斧头，一批村
民成了护林员兼护猴员。
　　“守住绿水青山，迎来金山银山。”云南实
现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将生态护林
员指标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截至目前，云南实际聘用生态护林员 18.3 万
名，带动 78 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林草部
门通过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和技能培训，让
贫困群众扛起生态保护职责。
　　“我们与猴子关系很好。”余小德说，“秘
诀”就是爱护大自然，跟这片山水和猴子们交
朋友，时间长了，关系自然就亲近了。“不能再
砍树打猎了，否则受损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子
孙后代。”
　　云南一年四季均可“赏花观叶”，是天然
美丽的大花园。亚洲象、滇金丝猴、黑颈鹤等
成为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明星物种，华盖木、望
天树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保护。王卫斌介
绍，云南出台施行我国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地方性法规，建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
资源库”，全省 90% 的典型生态系统、85%
的重要物种得以保护。
　　重点推进亚洲象保护与“人象冲突”缓
解；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项目
120 多个……云南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有效
保护的路径与机制。王卫斌说，我们编制方
案，从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物种抢救性保护、
古树名木保护、外来物种管控，优化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方面着力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
　　人人都是行动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
彩云之南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广
西涠洲岛珊瑚礁保护与修复科研
科普示范基地在经过 8 个月的试
运行后举行了开馆仪式，多名现场
参与者以“监督员”和“成长见证
者”的身份认领了 30 株美丽鹿角
珊瑚。这些“珊瑚宝宝”们将由专
业潜水员及拥有开放水域潜水证
的志愿者下海“种”到附近海域的
珊瑚礁修复区里。
　　据悉，这个基地由广西大学
海洋学院珊瑚礁研究中心创建，
旨在为游客、岛民、旅游从业者普
及珊瑚保护知识。研究中心的科
研团队从 2015 年开始在涠洲岛
附近海域开展珊瑚礁保护与生态
修复工作，还联合相关部门设立
了海底修复区。
　　广西大学海洋学院珊瑚保育
中心主任黄雯介绍，受全球气候变
暖和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涠洲岛
海域的珊瑚和之前最好时期的情
况相比退化十分严重，“ 20 世纪
90 年代涠洲岛海域珊瑚礁覆盖度
高于 70% ，但是现在的覆盖度仅
8% 左右，近三十年来这片海域珊
瑚礁退化了近 90%。”
　　“珊瑚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黄雯说，一
方面，他与团队在实验室培育各类珊瑚，待其

“长大”后“种”入修复区内；另一方面，他们还
会捡拾收集掉落在海底的珊瑚断枝，再潜入
水底将珊瑚“种”入水下苗床。
　　黄雯说的“种”珊瑚，指的是将珊瑚绑扎
固定在苗托上，再放置到海底。苗托由废弃
的蚝壳制成，纯天然的材料有利于珊瑚生长。

“涠洲岛是个旅游胜地，吃生蚝的旅客很多。”
黄雯说，把废弃蚝壳再度利用起来也是在助
力环保。
　　水下作业对体能与潜水技能的要求非常
高。“为了避免接触到珊瑚使珊瑚受损，我们
需要低着头悬浮在水中。”黄雯说，一次密集
的修复工作也需要 10 个人左右连续三四天

潜水作业才能完成。
　　海洋气候的不断变化也为修
复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2020
年，由于北部湾水温上升，团队在
过去几年中“种”下的珊瑚出现了
大批死亡。“我们无法马上改变全
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但是只要能
多拯救一棵珊瑚，我们的工作都不
会白费。”黄雯说。
　　涠洲岛的珊瑚礁保护和修复在
当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19
年以来，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管委
会曾多次举办培训活动，邀请黄雯
为当地潜水教练讲授珊瑚礁保护相
关知识，号召他们在带领游客潜水
时注意保护珊瑚。
　　涠洲岛土生土长的潜水教练
郑庭钰曾多次志愿协助科研人员
潜水作业，参与珊瑚礁修复工作。

“小时候潜水时总能看见各种各样
的珊瑚，但现在时常看到的是大片
死去的珊瑚残片，我们都很难过。”
郑庭钰说：“我们只要发现珊瑚有
异常情况就会及时反馈给科研人
员。”
　　目前，科研团队在涠洲岛珊瑚

礁海底修复区进行了 5 年多的珊瑚礁修复实
验，“种”下了超过 1 万颗珊瑚，尽管历经波
折，但存活率依然达到 80% 以上，许多曾经
断裂的珊瑚已经从 10 厘米长到 30 厘米，修
复取得了明显成效。
　　黄雯介绍，有关研究表明，地处全球珊瑚
分布纬度北沿的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可能成
为“不耐热”的珊瑚的“避难所”。涠洲岛附近
海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很明显，由于珊瑚礁
是生态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
一，为海洋生物提供了休息、躲藏、生活和繁
殖的空间，珊瑚礁修复区内的鱼类、贝类数量
也比临近海域高出许多。“希望童年时看到的
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还能重现。”郑庭钰说。
　        （记者邹学冕、黄凯莹）
        新华社南宁 4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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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前往距离我们最近的潜在宜居
星球，即使搭乘速度最快的飞
行器，对于人类来说，迄今仍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宇宙视角
下，除了地球，我们别无所依。
　　“健康”地球，不是选项，而
是必须。如同天文学家卡尔·
萨根所说：地球，宇宙中的这一

“暗淡蓝点”，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一切”。
　　然而，环境灾难、极端天
气、物种灭绝、新型疾病入侵人
类社会……地球频繁发出警
告：我们唯一的家园正遭受灾
难性破坏，人类代价惨重。
　 　“修 复 我 们 的 地 球 ”是
2021 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这
一主题传递出全球共识：“这不
仅因为我们关爱自然，更因为
我们生存其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大
声疾呼，人类“已经没有时间可
以浪费”。
　　呵护蓝色星球，需要全球
携手。从生态文明倡议、应对
气变承诺，到建设绿色“一带一
路”，中国始终秉持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贡献着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解决方案。

  决定未来，人类行

动刻不容缓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
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英格·安德森曾指出，2021
年，“对于确定我们能否阻止和
扭转地球的毁灭至关重要。最
终，这将决定我们作为一个物
种的未来”。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
示，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 3 个最热的年
份之一，气候灾害加上新冠疫情对全球超过 5000 万
人造成双重打击，使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去年新冠疫情
造成的经济衰退暂时抑制了当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但对大气浓度没有明显影响。2020 年全球主要温
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全球平均海平面仍在上升。
　　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97% 的地球生态系统
可能已不再完整。科学家警告说，我们正处在地
球第六次物种大规模灭绝过程中。与此前 5 次
由地质和气候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灭绝不同，第六
次灭绝是由于人类的行为……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地球当前面临的三个全球
性危机。该机构高级官员莱维斯·卡瓦吉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三大危机相互关联，人
类必须尽快改变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合作，确保地球生态健康

　　卡瓦吉指出，应对全球性危机，需要全世界共
同努力，“修复我们的地球”需要世界各国重新调
整经济结构，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确保地球生态系
统的健康。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凡·
特普弗博士指出，各方应该共同合作来应对地球
面临的严重挑战，比如全球正加速恶化的生物多
样性状况、环境退化以及新冠疫情给经济和社会
各方面带来的影响。
　　特普弗强调，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修复我
们的地球”的过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只有结合
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合适的政策、绿色投资、能力
建设以及提升各界在这方面的意识，才能让各方
通力合作来修复地球，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新冠疫情重击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向人类社
会发出警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中美后
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说，新冠疫
情使更多人意识到应该在保护地球生态方面采取
实际行动，做出更多改变。疫情给人类提供了一
个契机去思考和探讨，比如怎样在交通运输领域
使用更少的化石燃料，如何重新定义无需私人汽
车的“美好生活”，能否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多枢纽
来缩短大多数人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等。

绿色发展，中国展现大国担当

　　“中国是应对地球危机的重要行动国，在呵护
健康地球的行动中发挥巨大积极作用。”卡瓦吉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展现大
国担当，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
关条约义务，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为减缓气候变
化，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应对能源转型等全球性挑战
方面，中国将先进的绿色发展技术输出海外，为

“修复”地球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今年将在昆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绘制未来 10 年生物多样性
保护蓝图，共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倡导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践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理念……中
国始终秉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携手各
国应对挑战，为“修复我们的地球”提供方案，为守
护共同家园贡献力量。   （执笔记者：郭爽；
      参与记者：黎华玲、张家伟、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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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大批斑海豹在辽宁省盘锦市辽
河入海口三道沟海域滩涂上栖息。斑海豹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12月，斑海豹会
来到位于辽东湾北端的辽河入海口产崽过
冬，5 月中旬前后，斑海豹会离开这里，踏上
返回西北太平洋的漫漫征程。目前，盘锦市
禁止渔船在斑海豹核心栖息地捕捞及进行
大型施工作业，同时设置观测塔实时监测斑
海豹栖息觅食情况及种群数量变化，积极开
展救治救助，保护野生斑海豹，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助力。
  上图：4 月 20 日，斑海豹在辽宁盘锦
三道沟海域的滩涂上小憩。
  左图：4 月 20 日，两只斑海豹在辽宁
盘锦三道沟海域内嬉戏。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