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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球先要了解地球。如今，在中
国，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和民间，许多人都
活跃在地学科普的第一线，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普通民众学习地学知识，了解地球，
以实际行动参与到保护地球母亲的队伍中。

科普场馆快速增加

八达岭长城之雄、龙庆峡之秀、云瀑
沟之奇、古崖居之谜……中国延庆世界地
质公园有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雄伟的
燕山山脉南麓。悠久的文化、秀美的山
川，使其成为大众亲近自然、了解地球奥
秘的绝佳场所。

近日，2018 年度“地球日公益行”系
列科普活动发布会在该公园举行，拉开了
自然资源部成立后的首个“世界地球日”
纪念活动序幕。

作为地学科普的主战场，地质博物馆
承担着地学研究、知识科普的重要任务。

“科普工作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动员。最
为典型的一次是在 1981年，中国地质博物
馆发起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地学夏令营，
吸引 3000 多名青少年和地学辅导员参加，
在22个省区市设立30多个营地，引起了很
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地质博物馆副馆长刘
树臣表示。

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地学科普发展创造
了条件。今年 1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科 学 技 术 普 及 规 划
（2017—2020 年）》，这是中国首个地学科
普规划，政府对地学科普的重视由此可见
一斑。

随着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经
费上的公共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科普场馆
数量快速增加，科普图书出版保持增长，
科研设施开放渐成常态，各类科研机构和
大学积极开展合作，科普活动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

科技助传播影响力

当前，很多博物馆致力于提供智慧化
服务体验，即“体验式科普”。

中国地质博物馆地震体验项目，将屏
幕画面与地面震动相结合，营造出房倾屋
陷地动山摇的真实场景。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路易贝贝”和
“栾川盗龙”互动展柜，依托于透明显示媒
介，利用红外触摸驱动运动，从而实现与
实体展品的互动；四川自贡恐龙馆的360多
点互动触摸球，依托于360互动球形成像技

术和多点互动触摸技术，从而实现与科普
产品的互动。

互联网的普及也为科普活动插上双
翼。脚爬客是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快速成长
起来的地学科普网络社区，致力于以专业
的团队和互联网的手段，面向全国的地质
公园提供科研科普服务。

2016 年，脚爬客推出了国内首个地学
APP，借助移动互联网创新技术，依靠移
动设备平台，实现了地学科普碎片化、精
准化、个性化服务，颠覆传统地学科普方
式。

科普产业前景可期

今年读大三的王嘉豪是一个地道的黄
山人。“以前，对于黄山壮丽的景色，我是
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去年 8月，当看
到脚爬客招募黄山世界地质公园科普志愿
者时，王嘉豪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活动期
间，他跟随着专家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头。“早上 6 点上山，下午 5 点下山。一路
上，地质专家们给我们细心讲解地质运动
遗迹，植物专家们介绍植物的种类。”

到目前为止，脚爬客已建立起数千人
的专业科普志愿者团队，涵盖地质、植
物、昆虫、动物、鸟类、鱼类、户外运
动、传媒、影像等各领域达人。近年来，
像脚爬客这样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规模较
大的科普经营企业相继出现。中国科普研
究所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科普产业的
产值规模约 1000亿元左右，主营科普的企
业数量有375个左右。

刘树臣认为，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加入
对科普行业来说是好事。“公益性与商业性
科普活动的结合有利于推进科普工作。当
前科普行业仍然是政府主导，如果能发展
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
产业模式，科普行业将得到很大的助力。”

Ⅱ．互联网+垃圾分类

4 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在东城区的东花市街道，人头
攒动，一场以“垃圾分类，变废为善，呵护美丽国土”为
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正在举行。

活动分几个区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扫码注册区。
志愿者们耐心地讲解着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方法和垃圾回收
上门服务，参加活动的居民谭小姐一脸兴奋地告诉笔者：

“平时上班忙，出门前总是没时间将垃圾分好类后带下楼。用
手机呼叫上门回收垃圾实在是太方便了，是个好办法。”

近年来，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各地政府将互联网技术
与垃圾分类、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融合，不同程度上发
展出“互联网+分类回收”模式。

据介绍，目前“互联网+分类回收”大体可分为两大
类应用：一类是通过社区居民在家将干、湿垃圾分类后，
贴上统一分发的含有家庭注册信息的专属二维码，再分类
投放到垃圾收集箱中，居民手机 APP 中会获得相应的积
分。另一类是居民通过相关机构网站或手机APP预约上门
回收服务，收集好的可回收垃圾交给回收人员。类似模式
如今在北京、江苏、四川、浙江等多个省市都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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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环保理念进校园

“地球日”作为倡导民众通过绿色低碳
生活改善地球整体环境的纪念日，已越来越
深入中国人心中。在今年的“世界地球
日”，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保护地球的活动。

在北京，自然资源部联合北京大学共同
举办了“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活动，向学
生们普及了自然资源和地球科学知识。北京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周子闵现场

授课 《我们与地球的故事》。他介绍了地球
上的自然资源及遥感探测技术，并让学生们
对矿石资源有了初步的认识。最后，周子闵就
矿石资源开采不当引发的环境问题，阐释了
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珍惜自然资源，呵
护美丽国土。

“我很喜欢这样的课程，老师讲得生动
形象，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希望这样的课
程能多起来！”现场一位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的学生告诉笔者。

除大学外，中国的中小学校也十分重视

环保教育和宣传，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将环
保理念融入到教育中。

“你拍一我拍一，不要随手丢垃圾；你
拍二我拍二，尽量少用塑料袋儿……”地球
日当天，石家庄市机场路小学一 （六） 班的
环保小志愿者聚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在
画纸上为地球母亲增添色彩。

同时，小志愿者争做保卫地球的小卫
士，向公众普及环保知识，呼吁大家从节约
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米、一张纸做起，珍
惜资源。

Ⅲ．学子归国搞环保

如今，许多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子，都
投身到了生态环保事业当中，张雪华就是其
中一员。她作为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博士，从
2016 年初至 2017 年主持了成都市安龙村

“生态家园”项目的评估。
该项目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河流整治

工程。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很大程度
上改善了成都的人居环境，但河流水质还需
继续改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发现，原因
在于府南河上游农村河面污染日益严峻，对
水质影响极大。为改善河流水质，河研会考

虑建立可持续发展示范村，从源头解决农村
水源污染问题。项目选在府南河上游周边农
村地区，因为河水经过这一地区生产生活使
用后，又流回同一河段，这样可以形成“借水
还水”的闭合循环。最终，河研会选定了在郫
县安德镇安龙村全家河坝开展项目试点。

安龙村闭合循环式的农户“生态家园”
系统主要包括：建设沼气池，将人畜粪便作
无害化处理后成为有机肥，减少农药、化肥
投入，有效修复土壤，并提供清洁能源；建
设粪尿分集式生态旱厕，采用瑞典斯德哥尔
摩先进技术，将粪便与尿液分开收集，用草
木灰覆盖鲜粪，实现节水、减排，粪便无害
化处理，改善卫生条件；建造种植型人工湿

地污水处理系统，选用本土花卉植物，利用
土壤、砂石、植物自然净化作用，净化污
水，美化农居；建设生态农业，通过沼气池
的建设、有机废弃物堆肥处理，形成“畜－
沼－菜，畜－沼－果，畜－沼－粮”的循环农
业模式，结合社区支持农业，建立农户与消费
者之间互利互助关系，实现生态农户的增收。

随着项目的建设发展，河水逐渐变清，
农民的有机农田也在扩大，广大村民的环保
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令张雪华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名叫高清蓉的返乡女青年，她通过

“生态家园”的项目学到了很多保护环境的
农作方法，后来嫁到了另一个村，还继续带
领那里的村民一起搞生态农业，搞合作社。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需世界各国共同呵护。中国政府对此积极响应，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
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同时，在民间，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环保活动愈加丰富，志愿者队
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中国人正加入到保护地球的队伍中。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
意识，可以称之为儒家传统生态意识。这种思想
历经千年，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儒家认为，人类社会天然地存在于自然环境
之中，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人们的衣食住
行用的一切原料无不来自于自然界，人类本身就
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从这种认识出发，儒家有
认识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适度利用自
然，植树惠民、克己节制，生态教化、以人为
本，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等生态意识。

儒家生态意识首先是建立在认识自然的基础
上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
女。”（《周易·序卦传》）“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这段话揭示了
孔子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敬畏自然是人们社会
活动的前提和基本规则。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进步都依赖于对自然的认识，我们当前要建
设的生态文明也需要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儒家对
自然的认识是有科学成分的，它能让人们产生敬
畏自然而非盲目征服自然的意识。

生态文明，说到底，是人对自身行为和自然
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体系。《论语》中记载，孔子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
们也钓鱼打猎，但是孔子不用渔网捕鱼，也不射
归巢的、歇宿的鸟，因为它们可能正在养育幼
鸟。这种保护自然的观念对中华文明绵延传承功
不可没。

曲阜孔庙现存有“先师手植桧”，相传是孔子亲
手所植。后人都以此把孔子推崇为植树造林的先
贤。当代中国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应该有植树惠民的意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相比，与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生态欠债依
然很大，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缺林少绿依然是一
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们以造林为头等大事，目前是全世界人工林
种植量和保存量最多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植树惠民基因的传承。

克己节制，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也是孔子对人类保护自然的要求和准则。当前我
们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约束不断趋紧，更应该注意克己节
制，节约资源。习近平主席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
策。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
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这是当代生态文
明建设遵循的原则之一。

在儒家看来，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类的，共通的。王阳明说：“大人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
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
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
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大学
问》） 所谓大人，就是君子，就是得仁的人，仁者必有天人合一的意
识。“仁”在 《论语》 中出现了 100 多次，也是孔子生态思想的终极归
宿。一方面他用对自然的态度辨别人的品性德行，另一方面他把自然保
护的成绩作为“仁政”的标志。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仁政”、“仁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建设生态文
明、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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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深圳市举办少儿千人写生活动。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