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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 是应对生态挑战的“历史性机遇”
访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兰贝蒂尼

大泉河及其流经的敦煌莫高窟
（7 月 6 日摄，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刘诗平)坐落在
大泉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
— 敦煌莫
高窟，受大泉河滋养的同时，
也不时受
大泉河洪水的侵扰。
记者近日在莫高窟
采访了解到，
这里的防洪标准已由没有
等级的低标准，升至百年一遇，
再升为
300 年一遇，
确保文化瑰宝不受侵害。
与此同时，
莫高窟守护者的饮用水，
也已经由喝大泉河的苦咸水，
改喝水质
好了不少的井水，
如今正在进行井水置
换，
将喝上更高标准的城市自来水。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陈斌杰、盛可
立）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尔科·兰
贝蒂尼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即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大会将是应对生态挑战的“历史性机
遇”，
也是中国推动达成“全球自然协议”的
绝佳机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将于今年 10 月在昆明
举行，大会将审议通过“ 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绘制未来 10 年生物多样
性保护蓝图。
兰贝蒂尼表示，正如巴黎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让所有人围绕一个清晰的气候
愿景团结起来”一样，COP15“也有可能为

自然制定类似的计划”。
兰贝蒂尼说，COP15 将是由中国举
办的一次重要的联合国环境会议，中国
在环境方面的“意识和行动意愿近年 来
显著增长”。他说，2017 至 2018 年，中国
政府连续两年安排超过 2600 亿元人民
币投入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 2008 年
投入的 6 倍，
“很明显，政府在用行动说
话”。
中国生态环境部 7 月初宣布，包括大
熊猫和东北虎在内的几种濒危物种的数量
显著增加。兰贝蒂尼认为，
这些成就可能部
分归功于微信和支付宝等在线数字众筹平
台的发展，这些平台使公众能够帮助资助
自然保护工作。他说：
“这非常棒，
这种创新

值得许多国家借鉴。
”
兰贝蒂尼认为，近期野生亚洲象在云
南迁徙的故事也“令人惊喜”。他说：
“民众
和政府对这些动物展现的宽容和尊重令人
‘印象深刻’，而且这些都是当地社会发生
变化的真实指标。
”
兰贝蒂尼说，中国在自然保护方面的
努力得到了“生态文明”等理念的支持，
“生态文明”基本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但“带有伦理和哲学维度”。他将这
个“美妙的理念”描述为“一个解释我们将
去往何处以及建成怎样的社会的绝妙方
式”。 他还表示，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也非常鼓舞人心，即投
资自然是对一切事物的投资。这些理 念

昔日矿山变景区
生态修复换新颜

大泉河：莫高窟的生命之源
莫高窟在大泉河（古称宕泉）的哺育下诞生与延续。
唐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
（366 年），僧人乐僔途经于此，忽见金光，如现万佛，于是
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开窟千年，
生生不息。
如今，莫高窟仍保存有从前凉至元朝的洞窟 735
个、壁画 45000 平方米、彩塑 2400 余身，是世界上延续
时间最长、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建造洞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水源，
而大泉
河正好流经莫高窟，
为开凿建造洞窟的工匠提供了必需的
生活用水。
”
敦煌研究院总务处处长张殿军说，
大泉河的下
切，
为石窟开凿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同时河水为洞窟开凿和
守护寺僧所用，
便利的用水条件，
使凿窟造像延续千年。
《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载，唐朝时的莫高窟
“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而作为饮用水源，大泉河不仅养
育了各个时代的莫高窟僧人，莫高窟的现当代守护人也
曾经饮用大泉河水。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一次题为“莫高窟人和莫
高窟精神”的讲座中说，1943 年，常书鸿（敦煌艺术研究
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来到敦煌，
准备筹建敦煌艺术
研究所时，饮用水就是大泉河水，冬天河水结冰，要砸冰
烧化后才能取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如今，大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这片小小绿洲，
是莫高
窟保护区绿化和改善窟区生态环境的主要水源、
治沙工程
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
是莫高窟保护区绿化的生命之源。
“大泉河是莫高窟的母亲河，过去吃水是大泉河水，
现在是灌溉林带，
莫高窟这片繁荫是大泉河提供的。没有
林带，风沙侵袭，就保不住洞窟，防风固沙现在是效果最
明显的时候。
”张殿军说。

防洪水之害：防洪标准提高至 300 年一遇
大泉河滋养着莫高窟，发洪水的话则对莫高窟的崖
体、洞窟、壁画造成危害。莫高窟地区气候干燥，
使得洞窟
壁画至今保存较好。
然而，
当遇到较大降雨时，
没有土壤和
植被截蓄雨水，
地表径流迅速汇聚，
常常形成泛滥的洪水。
据专家介绍，大泉河洪水对莫高窟的崖体有破坏作
用。历史上，莫高窟底层洞窟曾遭受洪水淹没，同时造成
洞窟潮湿、壁画霉变、酥碱。
酒泉市党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邓巍说，为保
护莫高窟历史文物古迹，酒泉市于 1983 年沿莫高窟保
护区河道修建了防洪堤。由于防洪标准较低，2003 年重
新修建了该段堤防工程，
设防标准为百年一遇。
然而，2011 年 6 月 16 日发生的特大洪水，冲毁了
莫高窟文物保护区内的防洪堤，同时洪水漫过河岸进入
莫高窟大牌坊及周边绿地，
并进入莫高窟北区窟前低地。
2012 年 6 月 4 日再次发生特大洪水，
大泉河洪水漫过窟
前的防洪堤坝和跨河桥面，
造成部分底层洞窟进水，
并在
窟前淤积了大量泥沙。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大泉河洪水都是威胁莫高窟安
全的重大危险源之一，也是莫高窟保护面临的主要风险，
2011 年的洪水超过了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张殿军说。
邓巍说，
根据规范要求，
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物古迹，
防
洪标准可适当提高，考虑到实际发生的洪水量，2016 年
将莫高窟左岸重点堤防防洪标准提高到了 300 年一遇。

去苦水之涩：莫高窟守护人饮水升级换代
对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而言，
饮水问题是苦涩的。敦
煌学家孙儒僩在《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一文中写道：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现在保卫处的南面打了一口约
30 米的浅井，基本用上了较为清洁的井水，不再直接从
大泉河里打水饮用了……有了井水后，尽管水质仍然不
好，
但生活上多少有了一些改进。
”
一口“水质仍然不好”的浅井，无法满足敦煌文物研
究所（敦煌研究院）所有职工的饮水问题，赵声良说：
“ 1984 年，我去（敦煌研究院工作）也是喝那个水（大泉
河水），喝了就拉肚子。天天拉肚子，两个月就适应了，就
成了莫高窟人了。
”
张殿军说，为解决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和游客生活
用水问题，后来在距离莫高窟 8 公里处打了 3 口水井。
大泉河的水质不适合喝，
井水含碱度和矿化度依然很高。
“目前，
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水务局正在做莫高窟城
市自来水置换规划，用城市自来水取代井水，
已经上报了
方案。
”张殿军说，
城市自来水引进后，
可以为游客提供直
饮水，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饮水条件也将进一步改善。

7 月 21 日，游客在金岭矿山传奇景区内乘坐迷你火车游玩。河北省迁安市蔡园镇金岭矿山原是一座废弃矿山。2017 年，当地
政府引入民间资本，通过矿坑回填、土地复垦等措施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经过 4 年建设，金岭矿山建起占地 3300 余亩的生态园
区，
栽植各类苗木 13 万株，
设置游船、观光火车、亲子乐园等旅游设施，
实现“矿山变景区”的“绿色转身”。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体检”长江源，2021 年江源科考启动
据新华社西宁 7 月 21 日电（记者陈
杰、张龙）经过多年保护与修复，长江源头
地区生态“健康”状况怎么样？21 日在青海
省西宁市启动的 2021 年长江源综合科学
考察将为长江源区进行定点“体检”。其中
长江源的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状况、高原
生态固碳特征与过程将成为此次科考的
重点。
2021 年长江源综合科考由长江水利

委员会牵头组织。结合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长江保护法，长江科学院、长江技术经济
学会以及青海省水利厅等单位将对长江
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的
水资源和生态保护状况开展综合科学考
察。考察内容包括水文、泥沙、河道河势、
水生态环境、水土流失、植被土壤、冰川地
貌等内容。
长江源头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研究

成为今年新增的科考内容。据介绍，此次
科考将系统考察研究长江源头的河流沼
泽演替机制，探寻河流沼泽湿地水体中
碳物质含量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环境控制
因子，定量估算长江源头典型河流湿地
系统固碳潜力，为系统研究青藏高原大
江大河源头生态系统的固碳特征、演 变
过程、未来趋势提供前瞻性、基础性理论
支撑。

野生动物把家安在青海湖畔
环湖赛见证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生态渐好
7 月 16 日，
第二十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迎来第六赛段——
— 青海湖至茶卡
天空壹号的比赛，
位于赛段起点的青海湖以
优美的景色成为环湖赛道旁
“最美的风景”
。
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横跨青海
海南和海北两个藏族自治州 ，湖岸线长
360 公里。青海湖不仅是国家 5A 级景区，
这片独特的水域也是青藏高原上宝贵的物
种基因库和生态安全屏障。
7 月，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青
海湖畔，
金色油菜花、
葱绿草场和成群牛羊
相映成趣。阳光透过云朵，
天空与蔚蓝色的
湖水成为一色。
来自山西运城的游客王盼第一次来到
青海湖，
当日一大早，
她就带着 5 岁的女儿
站在赛段起点旁等待鸣枪开赛。
“大美青
海，
不虚此行。在这样如画的景色中骑行一
定很享受。
”她说。
赛段起点不远处，便是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青海湖南岸保护站，60
多只被救护的普氏原羚在这里栖息。
保护站站长吴永林说，
环青海湖地区是
普氏原羚的唯一栖息地。
随着保护力度不断
增强，环青海湖地区普氏原羚数量由 2004
年的 257 只增加到 2020 年的 2700 余只。
经过多年努力，青海湖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系统性、完整性得以存续，生态环境

整体持续向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
显现。
“自行车运动如今受到越来越多人喜
爱，环青海湖骑行对爱好者们更有着强大
的吸引力。”来自河南的刘锋在共和县青
海 湖 畔 从 事 自 行 车 租 赁 已 有 8 年 。8 年
来，他的环湖骑行生意越做越火，青海湖
及周边生态环境改善更令他印象深刻。
“现在青海湖周边沙化问题得到有效
遏制，夏季，野花在草原上绽放，野生动物
们也把家安在了青海湖畔。
”刘锋说。
今年环湖赛开幕式致辞中，
青海省委副
书记、
省长信长星说：
“青海湖作为大美青海
的靓丽名片，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物多样
性和物种丰富度明显提升，
成为感受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
来自甘肃的骑行爱好者何焕峰今年
专门为了环湖赛来到青海湖 ，她希望可
以和环湖赛同时完成自己的第二次环湖
骑行。
“环青海湖是很经典的骑行路线 ，
一路骑过草原、丘陵，还会遇到艳阳暴晒
和暴雨狂风 ，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是青
海湖的美景和这里的各种野生动物。”
湟鱼，
学名“青海湖裸鲤”，
是青海湖特
有的珍贵鱼类，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每年 7 、8 月，是湟鱼洄游的最佳季
节，
它们逆流而上，
繁衍后代。

从 2002 年到 2020 年，青海湖裸鲤
的资源量增加了近 38 倍。这是近年来青
海湖水域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成果之
一 ，也对维系青海湖流域“水—鱼—鸟”
生态链的安全至关重要。
近 15 年来，
青海湖水体面积及水位呈
递 增 趋 势 。2 0 2 0 年 ，青 海 湖 水 位 达 到
3196.62 米，与 2004 年相比上升 3.65 米；
水体面积达 4588.81 平方公里，与 2004 年
相比扩大 344.31 平方公里，恢复至 20 世
纪 60 年代的水平。
2019 年 6 月，
青海省政府与国家林草局
共同启动了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将青海湖全面纳入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今年 5 月 8 日，
《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通过了国家级专家权威论证。
未来，
中
国政府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
努力推动
青海湖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青海省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不
断推进，环湖赛充分发挥出了自行车运动
绿色、低碳、健康的功能，不断在职业赛事
繁荣发展、职业车手水平提升和广大车迷
观赛体验中找到了最佳结合点。”青海省
体育局局长尕藏才让说。
(记者李琳海、耿辉凰)
新华社西宁电

“对新的全球自然保护叙事作出了重大 贡
献，在这种叙事中，健康的自然是安全、繁荣
和公平社会的基础”。
兰贝蒂尼认为，新冠疫情的暴发也说明
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性。他说：
“包括新
冠在内的流行病的暴发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有着深层联系”。他还建议，此次大会将讨论
达成的生物多样性框架“更加重视经济领域，
特别是对农业、渔业、林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关注”。
兰 贝 蒂 尼 说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将 在
COP15 上“呼吁制定结构合理的行动计划”，
并敦促代表们“拥抱全球自然目标”，推动各
国政府积极行动，使整个社会到 2030 年实
现“自然向好”。

据新华社石
家庄电（记者赵
鸿 宇）7 月 的 白
洋淀，苇绿荷红，
水面上驶过一条
条小船，泛起层
层涟漪。大片苇
田连同 39 个村
落 、3 7 0 0 多 条
沟壕把白洋淀分
割成大小不等、
形状各异的 143
个淀泊。
白洋淀自古
就有“一淀芦苇
一淀金”的说法。
淀区不少老人
说，上世纪八十
年代，芦苇是当
地重要的生产物
资，是附近老百
姓主要的经济来
源。每年霜降过
后，男人们开始
下水割苇，女人
们在岸上编织苇
席。
“当时芦苇制
成品特别受市场
欢迎，苇席是城
乡居民夏季纳凉
的好选择。谁家
要是有几个姑娘
织苇席，生活会
很富裕。
”安新县
农业农村局农业
园区办主任王顺
良说，
那时候人们会因为芦苇不够用而烦恼。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粮仓、农民盖
房等都不再使用芦苇制品，收割芦苇没有太
大经济价值，
还费事费力。
河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徐建中说，芦苇
对湖泊水质有净化作用，但如果管理不好，
比
如不能按时收割，会造成芦苇退化，
净化功能
减弱。部分芦苇残体倒伏在水中腐烂，
影响白
洋淀水质。
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后，芦苇的管护、收
割、利用开始成为一个系统工程，
通过政府主
导、财政适度补贴、市场运作等原则，最大限
度激发各市场主体及苇农的积极性，逐步建
立芦苇收割、管护及资源化利用的长效机制。
2017 年开始，雄安新区启动芦苇试验
性收割。2020 年，在试验性收割基础上，当
地进行大规模芦苇收割，其中安新县收割面
积超过 5 万亩。记者在白洋淀看到，芦苇绿
油油一片，
长势良好。
河北淀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冯利
书说，由于水面收割难度较大，
他们主要在白
洋淀结冰时采取冰上收割的方法，并根据白
洋淀的特点“量身定制”了多款机械，效率大
约是人工收割的 10 倍。收割完成后，公司进
行集中存储、加工，
并利用规模优势统一销售
给发电厂、造纸厂。
在政府、企业为芦苇如何市场化利用产
生烦恼的同时，一些有效的探索让人眼前一
亮。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杨丙军说，芦苇画能够融通古今，
展
示人物、风景、花草，
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目
前不少进驻雄安的企业对当地文化很感兴
趣，
芦苇画的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每年对
芦苇的需求量也在增加。
河北雄安立本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员冯永军说，他们与相关科研院所经过三
年的联合实验，研发出了以芦苇为主要原料
的菌棒。这种菌棒的含锌量更高，
长出来的蘑
菇比较受市场欢迎。
徐建中说，白洋淀芦苇收储运成本较高，
他们着重对芦苇的深加工产品进行研究，研
发的芦苇基木塑复合材料，可广泛用于生态
环境工程及城市景观提升，目前已与相关企
业合作展开规模生产；以芦苇为原料之一的
可降解塑料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完成工艺优
化和专用设备研制，
未来将实现量产。
“随着各种探索的进行，
未来白洋淀的芦
苇利用方式会更多元化，也许到时还会产生
芦苇不够用的
‘烦恼’
。
”王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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