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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7 日电（记者王长
山、庞明广）株株挺立的梧桐树、姹紫嫣红的
各色花，缤纷色彩从这里蔓延。举世瞩目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让全球的目光聚焦到大会举办地
昆明。这座地处中国西南的城市，深秋时节正
以丰富的多样性、生机勃勃的发展，展现在世
界面前。

  “昆明时刻”：共同谋划生物多

样性治理蓝图

　　 10 月 11 日下午，滇池东岸的昆明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COP15 正式拉开序幕。来自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
共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参加大会，共赴“春城之约”，其中约 1500 人
现场参会。
　　这是一场关乎全球未来发展的大会。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COP15 领导人峰会
上发表视频讲话时说，当前物种灭绝速度是
过去 1000 万年平均水平的数十到数百倍，
而且还在加速。逾百万种植物、哺乳动物、鸟
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
处于危险中，其中许多物种灭绝将在几十年
内发生。
　　古特雷斯说，人类持续两个世纪的破坏
自然的活动造成了生物圈灾难，COP15 是人
类与自然“停战”契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COP15 把“生态
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定为大会主题，
这也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
全球性会议。
　　 10 月 11 日至 15 日，连续 5 天的会议，
开幕式、领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生态文明
论坛等一项项议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各方
参会代表就共同关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议题
进行深入探讨。多国领导人、机构代表等围绕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凝聚共识、探索路径，达
成丰硕成果。

春城之变：感受绿色发展的美好

　　坐落在滇池东岸、占地面积达 1633.8 亩的宝丰半岛湿地，是
COP15 的室外展览展示项目之一。天蓝草绿，空气清新，鱼儿在水
中嬉戏，各种水鸟在草丛中觅食…… 5 天的会期里，不少参会代
表流连在这里，感受春城的美。
　　“COP15 花落昆明，正是对这座城市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及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肯定。”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总工程
师何锋说。
　　他还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增加，滇池
水质持续恶化，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曾经一度，滇池
周边的天然湿地几乎消失殆尽。”
　　近年来，昆明市扎实推进滇池治理六大工程，即环湖截污、外
流域引水、入湖河道整治、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建设、生
态清淤，实现了水质稳步向好转变。
　　 2008 年以来，昆明市还下大力气推进滇池湿地建设，建成以
湖滨湿地为主的滇池环湖生态带 6.29 万亩。
　　滇池生态环境的改善，为流域内生物多样性恢复创造了条件。
10 月 13 日发布的《滇池流域生物多样性绿皮书》显示，滇池流域
共记录鸟类 311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52 种，流域内鸟类明
显增加。曾经消失多年的滇池金线鲃等土著鱼种也重新回归滇池。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游客，带动了住宿、餐饮等城市收
入。据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介绍，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仅滇
池附近的斗南湿地公园、王官湿地公园、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 3
块湿地公园就接待游客约 13.6 万人次。
　　滇池流域的变化是一扇窗口，照见了近年来中国推进生态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坚定步伐，也照见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方向。
　　蓝天白云为“标配”；物种丰富，生态怡人；鸟语花香，良田沃
土……春城昆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中国春城、历史文化
名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大踏步前进的昆明已经找准了城市的
坐标与定位。“昆明天天是春天。”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说，希望更
多的人了解昆明、走进昆明、爱上昆明。

　　从昆明出发：努力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全球

协同行动

　　 13 日下午，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3 层 7 号馆。“我宣布，
‘昆明宣言’通过！”在此次高级别会议闭幕式上，随着 COP15 主
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郑重落下手中的木槌，全场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
　　凝聚各方共识，“昆明宣言”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
　　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 2030 年
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
　　各国政府继续合作推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
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
　　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
　　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
　　……
　　“作为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性宣
言，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方政治意愿。”黄润秋说，宣言将向世界
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相
关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宣言指明了方向，但更为重要的是落实行动。
　　为了进一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中
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正式设立
第一批国家公园；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
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等。
　　“‘昆明宣言’对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将产生积极影响。”
斯洛文尼亚环境与空间规划部发言人斯帕哈利奇表示，保护生物
多样性须纳入各国政府的政策中，相关措施须在地方、国家及全球
多个层面得到加强。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共识、智慧和力量在交流中汇聚。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段昌群表示，作为全球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要成效，
并在保护机制上形成突破。未来，中国将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赋予新动能。
　　我们期待，从昆明出发，凝聚起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合力，共
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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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曹槟、姚兵）对于
大部分 90 后、00 后的“Z 世代”年轻人来
说，刷手机快成了和呼吸、喝水一样自然的
事情。但 27 岁的李如雪在深山里已经行走
了将近一周，大部分时间手机都收不到信
号，只有走到山脊上，才能暂时摆脱“与世
隔绝”的状态。
　　“如果我突然不回消息了，就表示我没
信号了啊。”他在微信里回复记者。
　　李如雪在大学期间就积极跟老师去野
外做科研，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一个保护天
行长臂猿的民间组织，工作内容就包括是
捡猿粪。
　　天行长臂猿也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是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数量比野生大
熊猫还要少，仅分布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
区等狭小区域。
　　通过猿粪便可以提取 DNA，从而弄清
不同种群之间近亲繁殖的情况。李如雪说
这是一项十分依赖运气和毅力的工作，首

先需要“碰巧”遇到长臂猿，还要“碰巧”
赶上长臂猿排泄，最后排泄物在下落的
时候还要“碰巧”不被别的干扰物破坏。
　　“我们的作息完全跟着长臂猿在走，
经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他说。
　　李如雪一“捡”就是四年半，整天追
猿、捡猿粪，还给猿“找对象”。今年九月，
他“转战”丽江老君山与滇金丝猴为伴，
但他并没有感到寂寞，因为他发现身边
的年轻人正在变多，最小的实习生都是
00 后了。
　　“他们觉得野外调查的工作听上去就
很酷，也很有意义，虽然累但很快乐。”
他说。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新疆，“90 后”
女孩初雯雯，带领中国百万年轻网友干
了一件大事：4 年来，帮助蒙新河狸由
162 窝提升到 190 窝，使得这一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的种群数量增长了 20%。
　　阿勒泰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分布区，
这些擅长“修水坝”的小家伙被称为动物
界的工程师。河狸坝能改变水位，聚集鱼
群，吸引鸟类筑巢，继而引来小型兽类和
昆虫。所以每一个河狸坝都能给更多野
生动物提供新的生境，提升当地生物多

样性水平。
　　两岁起，初雯雯被从事野生动物研
究工作的父亲抱着参加野外工作，在美
丽的阿尔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小时候，
父亲和同事们的野外工作站里没有小孩
子，于是栖息在这里的河狸、雪豹、野马、
猞猁、金雕、棕熊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大学毕业后，初雯雯决定追随父亲
的脚步，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自然保护
工作者。
　　刚回新疆时，她经常看到有河狸因
为打斗受伤死亡。因为它们对栖息地的
要求很严格，只会选择食物资源充足的
地方做窝，而它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则
是天然面积越来越小的灌木柳。
　　 2018 年，她发起了为河狸种植灌
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堂”，让超过一
百万名网友知道了原来中国也有河狸，
他们捐出零食钱给河狸宝宝们建起了一
个超级食堂——— 四十多万棵灌木柳苗。
　　今年 10 月，初雯雯代表中国青年
自然保护工作者，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上
发言。
　　“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青年人

可以施展志向，国家大力支持自然保护
的伟大时代。”她说。
　　在大会“国际优秀青年眼中的环保
与节能减排”主题采访中，昆明姑娘陈紫
楠提到了她在旅行中亲眼见到被塑料袋
缠住的海龟、被石油裹住的海鸟以及热
带雨林里格外刺眼的塑料制品，意识到
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陈紫楠呼吁在年轻一代中推广更为
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如减少垃
圾产生，不购买有过度包装的商品，自带
购物袋、水杯，以及更理性地规划自己的
消费。
　　总有人正年轻，他们是世界的未来，
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
　　“事实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行业，
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多，大多集中
在科研单位、非政府组织等。”中山大学
教授范朋飞说。2017 年 1 月，正是他领
衔的团队对外发布了天行长臂猿这一新
物种。
　　“但近些年，我看到更多年轻人以兼
职的身份参与到更广义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来，比如媒体、摄影师等，提升了全
社会对这项工作的认知。”他说。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Z 世代”在行动

　　新华社北京 10月 16日电（记者许可、
叶昊鸣）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于 16 日在北京闭幕。在为期三天的会议
上，130 余位交通部长、企业家代表、国际
组织负责人呼吁各方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
协调，聚焦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合作，是本届大会与会代表们发言的
高频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世界蔓延，全球供应链仍受阻不畅，
交通运输领域的国际合作亟待提升。为了
尽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各自为政。
　　在推进全球交通领域合作方面，中国
是先行者。中国积极推进全球互联互通，以

共建“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与 19 个国
家签署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在内的 22
项双边、多边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
化协定。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 4 万列、
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70 多个城市。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
中方愿与各方全面推动“全球发展倡
议”尽快落地，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为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造福各国人民作出积极
贡献，为携手开辟国际发展合作光明前
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
努力。
　　“合作是变革的关键。”欧洲投资银

行副行长克里斯·佩特斯说，推进可持续
交通发展，需要政府建立可靠稳健的合
作机制，加强各国政策协调，加强政府与
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之间的沟通与
合作。
　　世界各国同处一个“地球村”，安危
与共、休戚相关。要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
零排放，必须关注各方需求。
　　“发展中国家尤其不能被落下。”联
合国助理秘书长哈特表示，国际社会应
当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可持续交
通发展方面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利
用清洁能源和创新技术实现交通方式
转型，助力构建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此前，发达国家曾承诺每年筹集

1000 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
金支持。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
示，报告显示这一数字低估了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并且这一承诺也没有得到切
实履行。他呼吁各方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
家加强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
在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一方掉队。
　　发展中国家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与会人士表示，发达国家有责任
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对气候变化
的减缓和适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
抵御灾害、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

聚焦全球合作 关注发展中国家
来自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的声音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7 日电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共同主办
的“光影记忆 百年风华——— 《国家相册》
大型图片典藏展”17 日下午闭幕。展览受
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大批民众自发前
往参观。一张张鲜活生动、弥足珍贵的历
史图片，让香港市民切身感受到民族复兴
进程中的艰难与辉煌以及香港与祖国命运

的休戚与共。
　　自 10 月 8 日开展以来，香港中央
图书馆展厅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据
统计，正常展览日的日均参观者达 1500
人次，单日最高超过 3000 人次，数十所
中小学组织学生团前来观展，特区政府
教育局还组织了两批校长团到场参观。
普通市民更是络绎不绝，现场销售的同
名繁体字书籍被抢购一空。

　　此次展出的 200 余张图片绝大部
分是从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 1000 多
万底珍贵馆藏照片中精选而来，主要反
映百年中国沧海桑田的巨变，其中不少
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很多前来参观
的香港市民告诉记者，这次参观真切感
受到国家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希望
以后能多举办类似展览，让香港市民更
了解国家。

　　“今天看到很多我们在香港从小都
没见过的照片，感到既好奇又兴奋。这
些照片记录了从一穷二白的年代，人民
是如何不停地努力奋斗才把国家变成现
在这么富强繁荣的。每个时代的生活点
滴都有图片记忆，太珍贵了。”香港青年
潘君宇一早便与朋友来到展览现场，认
真聆听导赏员讲解每一幅照片。
　　 60 多岁的香港市民郭永鑫在解放
战争渡江战役《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
前驻足良久。擅长绘画的他掏出纸笔，
对着照片花了半小时勾画出一副钢笔素
描。在塞罕坝今昔对比照前，他也不吝
笔墨。
　　“看到这些历史照片，内心十分震
撼。不仅是战争年代，在国家建设的各
个时期，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为改变家园
面貌作出很大牺牲和奉献。这种为国家
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令人感动，发人深
省。”观展结束后，郭永鑫把他在现场画
的两幅素描送给了展览工作人员留作
纪念。
　　从事教育培训相关工作的叶佩贞和
丈夫，认真观看了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
中学生为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参加专门考
试的照片。“后来国家改革了相关政策，
香港中学生凭借文凭试成绩就可报读内
地高校，方便了很多。感谢国家对香港
学子的关心和照顾。”叶佩贞说。
　　展览也为香港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国史教育课。带着学生参观完展览
后，苏浙小学韩老师感慨地说，这次图片
展在孩子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祖国的
种子。香港路德会西门英才中学校长简
加言则感叹，香港鲜少有能够展示整个
国家发展的展览，这些历史照片仿佛连
成一条无形的线，串起了国家发展的路
线图。
　　据了解，展览结束后，主办方还将应
观众需求，安排部分展品进入香港十多
所学校进行展陈，并将在线上继续以三
维效果的形式供公众参观。
（记者刘明洋、查文晔、张一弛、郑欣）

“让香港普通市民更了解国家”
《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闭幕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小学生在参观《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10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