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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地质之美呵护地质之美
刘树臣刘树臣

2018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执行局会议批准中国黄冈大
别山地质公园和光雾山－诺水河地
质公园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
录。至此，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名录的公园总数上升至 140 个，其
中，中国拥有37个，是全世界数量
最多的国家。此外，根据中国国家
地质公园网站，目前已被承认的国
家地质公园共有209处。

记录地球演化的历史

“与一般风景名胜有所不同的
是，游客来到地质公园游玩，除了
欣赏美丽的风景，还能知道风景之
所以美丽的原因，知道在地质历史
上，这些景色是如何形成的。”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中国
地质大学 （北京） 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建平对笔者表示。

的确，小到一颗石子的前世今
生，大到沧海桑田的海陆变迁，地
质遗迹就像一本地球地质历史教科
书。我国地质遗迹丰富多样，目前
已建成的地质公园涵盖了包括地
层、古生物、构造、地貌、冰川、
火山、水文地质在内的多种地质遗
迹，种类比较齐全。地质公园的建
设就是为了保护地质遗迹及其环
境、促进科普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开
展以及合理开发地质遗迹资源，促
进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华北古陆南
缘的嵩山世界地质公园范围内，35

亿年以来太古代、元古代、古生
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五个地质历史
时期的地层连续完整地露出，地层
层序清楚，构造形迹典型，被地质
界称为“五代同堂”。地质运动形
成的隆、陷、褶、断等地壳表面构造
类型与环、线、块相间排列的构造格
局，使嵩山地质公园成为地壳构造
演化的一个缩影。

张建平认为，地质公园要重视
地学科普，将科学研究的内容转化
为人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东西。
只有搞清楚地学现象的科学成因，
才能对公众介绍地质公园的特色与
意义。如今，除了有国家项目支持地
质公园去做研究，还有公园会根据
自身需要，邀请专家进行科学研究。

地质遗迹保护在行动

地质公园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研
究和保护地质遗迹。张建平认为，
除了给公众普及重要地质遗迹的科
学成因，地质公园还采用可持续的
利用方式开发地质遗迹，严格保护
重要的地质资源。

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内地质
遗迹丰富多彩，在其千家店园区
内，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原地
硅化木群和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恐
龙足迹化石等特色地质遗迹。

硅化木化石看似坚固，实际上
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空气湿度、温
度变化、可溶性盐等多种环境因子
的影响，导致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机械或化学的损坏，露天保存的
木化石还面临植物因素的威胁，因
此对于硅化木化石的保育工作不仅
需要专业的知识，还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充足的耐心。对于存在剥落风
险的恐龙足迹化石，中国延庆世界
地质公园也做出许多保护措施，如
修建1200米长的恐龙足迹化石保护
区围栏、建立全方位及全天候的电
子监控系统、采集恐龙足迹的三维
数据、完成数据精细化的三维建模
等，满足地质遗迹保护、科研和游
客参观等多重需求。

生态保护当先行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
年要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强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全面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国家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保护地一起
成为生态红线内的项目之一。

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是否有冲
突呢？张建平解释道，我国地质公
园有两大体系，一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二是中国国家
地质公园。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设立
的目的主要是保护珍贵的地质遗
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
格管理。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理念，世界地质公园整体上仍是
一个发展的区域，只有其中属于国
家地质公园范围、自然保护区和世

界遗产地等在内的部分区域需严格
保护，其他区域仍可以在可持续发
展原则指导下，开展符合法律规定
的经济活动，为当地发展谋福利。

事实上，在中国，不管是世界
地质公园还是国家地质公园，都十
分注意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建设。

安徽的黄山世界地质公园以花
岗岩峰林地貌为主要特征，包含穹
状峰、塔状峰、箱状峰、柱状峰、
锥状峰、岭脊、峡谷、石墙等几乎
所有的花岗岩地貌景观形态，完整
地记录了花岗岩地貌的不同特征。

为了保护地质公园内的生态环
境，黄山世界地质公园从1987年开
始实施重要景点“轮休”制度，每
个轮休期为 3 至 5 年。天都峰、莲
花峰相互“轮休”，轮休周期为 5
年，狮子峰、西海大峡谷等有计划

“轮休”。在“轮休”期满时，还要
邀请专家依据 《黄山风景名胜区景
点封闭轮休规范》 评估，待植物恢
复健康，水土流失得到综合治理，
野生动物恢复到一定水平，旅游设
施没有安全隐患等几项标准齐备后
才能重新开放。目前，黄山天都峰
开放，莲花峰处于轮休状态；从
2019 年开始，天都峰将开始轮休，

莲花峰将对广大游客开放。
重要景点实行“轮休”制度非

但不会亏本，反而能得到长期的生
态效益，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地保护
地质公园内的地质遗迹。张建平表
示，“即便是讲究发展性的世界地
质公园，采用的也是可持续的发展
模式，不会人为地对自然和环境造
成破坏。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国家生
态建设的目标完全一致，与国家整
体发展趋势相吻合，是非常好的发
展思路。” 。

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沧海桑田变迁的教科书沧海桑田变迁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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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如渥丹的丹霞地貌，拔地而起的黑森林云南石林、巨大的竖井

广西乐业天坑群、多样的史前植物、恐龙足迹及化石、形态各异的岩

浆岩……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有无数极具价值的地质遗迹等待

人们研究、欣赏和保护，而地质公园则提供给大家最佳的学习场所。

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弘扬地学人文精神、
加强民众人地和谐关系认知等方面，地学旅游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质公园作为地学旅游的
主要载体，正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普及科学知
识、增强游客体验感。

“传统的地学旅游不仅产品单一，而且导游
人员的讲解或者景区解说牌的内容，往往是‘象
形+神话传说’，缺乏现代旅游者迫切需要的体验
参与、知识互动以及身心沉浸感。我们倡导的体
验式地学旅游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广
泛性、兼容性等特点。它强调让中小学生、自然
爱好者、普通大众等不同游客沉浸在当地特色的
地质、地理景观，通过观赏、研学、探奇、VR
再现、地学衍生品制作等一系列体验性强的活
动，体验享受区域地学文化。”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人文经管学院地质旅游研究所所长许涛
对笔者说道。

许涛以北京石花洞国家地质公园为例：“这
是一个有30多年开发历史的老景区，以往采取的
是走马观花式的传统观光旅游模式，游客从洞口
进去到出来，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导游人员的讲
解词也多是课本上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为了
让地学知识“活起来”，石花洞国家地质公园按
照体验式地学旅游“八心合一”新模式，着力打
造新的体验性产品。比如正在建设中的“研学旅
行教室”，它针对中小学生“爱动、好奇、爱

玩”的天性，通过让孩子们动手敲岩石、用放大
镜看岩石晶体、做溶解实验、设置问题探究答
案、互动游戏等方式，调动孩子们的“眼、手、
嘴、脑”，让难懂的岩溶地质知识、化学反应知
识变得易理解、易消化。在玩的过程中，孩子们
还可以充分体验地质景观之神奇、地学知识之广
博、科研方法之严谨，从而培养自身的鉴赏能
力、沟通能力以及团队精神。

当前，很多地质公园以及博物馆都在行动，
如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内蒙古二连浩
特恐龙国家地质公园、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
四川射洪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中国古动物馆、
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等机构，均在尝试
调整科普思路，把科普与旅游、体验结合起来，
让游客在“轻松、好玩”的环境氛围中了解地
学。

山、水、林、田、湖、草、人本来就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体验式地学旅游可以让游客更为深
入地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许涛指出，体验
式地学旅游既符合旅游产品升级换代的新趋势，
满足不同类型的游客在旅游中获取知识、在游山
观水中陶冶性情的需要，也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的需要。“随着它逐渐被大众接受，将会有更
多国家公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
及众多地质类、自然类博物馆开展体验式地学旅
游。可以说，发展前景广阔”。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地质科学意义、独特的地
质遗迹景观为主体，融合其他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自然公园，是人们认识人类唯一家园、领略地质
奇观、探索地球奥秘的天然博物馆。地质公园是
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而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
记载着地球46亿年漫长的发展历史，谱写了生命
演化和沧海桑田的壮丽篇章。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质条件复杂，内外
力地质作用造就了独特的地质遗迹景观，地质公
园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发展、实施精准脱贫等重大战略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我国非常重视地质公园的建设，并形成了包
括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矿山公园
及省级地质公园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地质公园体
系。加强地质公园建设和完善管理体系，是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是践

行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具体行动。
建设地质公园有三大功能，一是保护地质遗

迹，二是传播地球科学知识，三是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这三大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保
护地质遗迹是基础，没有地质遗迹就没有地质公
园。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目标之一，地质公园建
设给地方带来极大效益，当然包括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这一切都是通
过发展旅游业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于边远和经济
落后地区而言，地质公园建设还是脱贫致富的重
要手段，地质公园作为重要的绿色资源，可以促
进当地经济的绿色发展，引领群众脱贫致富。例

如，安徽省按照“建成一个公园、形成一个产
业、脱贫一批农户”的思路，积极探索“地质+
旅游+民宿”模式，鼓励依托珍稀地质遗迹和人
文景观开办特色农家乐，通过 11 个国家地质公
园建设，解决 1.58 万人直接就业，带动 22 个贫
困村近3万人整体脱贫。

开展地学科普，从地质公园的作用来看，既
是一种手段或途径，也是重要的目标。开展地学
科普，可以提升地质公园的科学内涵、文化内
涵、美学内涵，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
段，可以提升公园休闲旅游层次。按照“寓教于
乐、寓教于游”理念，地质公园可以依托丰富的
地质遗迹资源，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和地质风
景，使观众在游览美景之时，获得更多的地学知
识，了解更多的地球演化规律知识，客观认识地
球运动，提高科学素质，破除迷信心理。

在享受花岗岩地貌之壮美、喀斯特之灵秀、

雅丹之怪异、古生物化石之神秘之际，学习地球
科学知识，使人们不再仅仅听信于神鬼的传说，
迷恋于象形的肤浅认识，而是播种更多科学的种
子，结出科学的硕果。此举对于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发动人们共
同珍惜自然资源、呵护美丽国土，促进经济社会
永续发展，大有裨益。

（作者系中国地质博物
馆副馆长）

题图：内蒙古阿拉善沙
漠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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