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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最萌动漫形象

大 熊 猫 在 国 际 上 的 影 响 力 几
何？有调查显示，俄罗斯、美国等
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
排在第一位的是“大熊猫”。

李玮曾对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
进行了广泛调查后发现，“亲和友善
的大熊猫，已经成为最具辨识度的中
国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一张国家
名片，蕴藏着民族的喜好、习性、精
神、价值观，蕴含着历史的记忆。”李
玮认为，借助大熊猫，完全能够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大熊猫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
生物物种，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经
济文化往来的纽带。“大熊猫的形象
很温柔、很友好，这也是中国的形
象。巴拿马人民看到大熊猫会感到
温暖，让他们更想了解中国。”在施
可方看来，大熊猫作为一个媒介，
会吸引更多巴拿马人来中国，到四
川。“人们来四川看大熊猫，自然会
了解这里的文化，发现这里的商
机，经济、文化交流就会加强。”

大熊猫是最有潜力成为代表中
国的最萌的动漫形象。在大熊猫文
化国际传播分享会上，人民中国杂
志社总编辑王众一表示：“文化产品
市场的全球化，要求我们探索最大
公约数，谋求世界接受度。而开放
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互相鼓励别人拿去自己的文化要
素。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互相融合的
过程。”他建议，四川可以以大熊猫
为主题，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卡通
形象，让人们一提起大熊猫，就能
想起的那种第一形象。

“大熊猫能让人们敞开心扉。”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表示，
今后将不断地传播大熊猫文化。他
相信，人们因大熊猫而连接，也能
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奥地利驻华
大使石迪福说：“我要向孩子们讲好
大熊猫故事，通过大熊猫让下一代
来认识珍惜自然物种，来保护我们
的环境。”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爱上大熊猫，也会有更多
的人通过大熊猫了解更为立体、全
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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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保护领域，有一个“伞护种”
的概念，即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物种，这
个目标物种的生境需求能涵盖其他物种的
生境需求，在保护这个物种的同时，也像
伞一样连带保护了整片区域的其它物种。

大熊猫就是一个“伞护种”。
上世纪60年代，“大熊猫之父”胡锦矗

提出，四川珍稀动物多，如分门别类保
护，不仅分散资金和技术力量，效果也不
会好。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的栖息
地，与野生大熊猫活动区域高度重合，不
如以大熊猫为伞护种，在保护野生大熊猫
的同时，为其他珍稀动物提供保护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的大熊猫保
护取得了喜人的成果，种群数量和栖息地
均得到了有效的保护。8 月 16 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在大熊猫保护研究成果发布会
上透露，通过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等林业
重点工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体系不断完
善，全国已建立 67 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形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网络体系。野外调
查显示，我国大熊猫野生种群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 1114 只增长到 1864 只。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首次
突破 500 只，达到 518 只。经统计学预测，
大熊猫圈养种群保持 90%遗传多样性的时
间可达 200年，已基本形成健康、有活力、

可持续发展的种群。
2017 年 4 月 10 日，四川凉山州冕宁县

冶勒自然保护区内，放归近 4 年的大熊猫
“张想”现身。这意味着，通过技术手段，
修复生态环境，改变林区传统的生产生活
方式，珍稀动物的野生种群、生活的家园
能够修复。

未来，如何进一步升级大熊猫的伞护
功能，我国正作出积极的尝试。目前，大
熊猫保护仍面临着栖息地碎片化、种群孤
岛化等难题。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破
解这一难题的钥匙，与过去注重保护大熊
猫个体不同，国家公园体制下将更加注重
保护栖息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以往没有
设立保护区的栖息地、潜在栖息地都将被
划入国家公园。大熊猫栖息地有包括大熊
猫、川金丝猴等在内的 8000 多种野生动植
物，国家公园体制不仅能加强对大熊猫的保

护，也将促进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中国为大熊猫保护所作出的努力有目

共睹。1983 年，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与世
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作建立的中国保护大
熊猫研究中心成立，10 年后，成都举行

“国际熊猫节”，此后每年 9 月 22 日被确立
为国际熊猫节。近年来，我国还积极推动
大熊猫保护的全球行动，大熊猫科研成果
实现全球共享。目前已与17个国家、22个
动物园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项目。

数十年来我国不间断的保护大熊猫行
动，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生物
多样性的紧迫，大熊猫已成为环保的一个
重要象征，吸引着更
多公众参与环保，改
变观念，改变生活生
产方式，共同撑起生
态保护伞。

中国大熊猫 萌动全世界
本报记者 刘发为

中国大熊猫中国大熊猫 萌动萌动全世界全世界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发发挥好大熊猫的伞护功能
尹 婕

和善可亲、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一直广受大家的喜
爱。最近，在“熊猫中国·四川之夜”的活动现场，一只
只栩栩如生的大熊猫玩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大家纷纷
排队，拿到玩偶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也
有很多观众纷纷与穿着大熊猫衣服的工作人员合影留
念，期待留下与大熊猫的影像记录。

“熊猫中国·四川之夜”是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
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因大熊猫聚在一起。大熊猫
魅力无穷，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连接起越来越大
的朋友圈。它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生物物种，正在成为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间人们经济和文化往来的纽带。

⒈文化内涵丰富

一直以来，大熊猫的美好形象
家喻户晓，憨态可掬，无人不喜，
无人不爱。这种独有的形象背后，
也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和”与“善”的文
化，在大熊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大熊猫文化研究学者孙前说：

“大熊猫文化的核心内涵，是物竞天
择、和谐共荣、友善包容。”同样对
大熊猫文化有研究的学者谭楷认
为：“大熊猫蕴含独有的科学、美
学、文化、生态价值，其中最重要
的特征就是一个‘善’字，大熊猫
文化是一种真善美的综合体。我们
借助大熊猫传递的‘和善坚韧’，是

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一部分。”北京
大学教授李玮认为：“亲和友善的大
熊猫，已经成为最具辨识度的中国
文化符号。”

大 熊 猫 的 独 特 形 象 和 文 化 体
现，在外国人心中也扎下了根。泰
中友好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功·
塔帕朗西说，“大熊猫形象深入人
心，代表了温柔、友情和礼貌”。

不仅如此，大熊猫身上还承载
着人类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为
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大熊
猫？”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刚
表示，“每一种生物都有它所寻求的
最适合环境，而只有中国，只有四
川，优良的自然生态成全了大熊猫
生存的天堂。”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空
间，其实也是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

境。从这一点上来说，大熊猫能激
发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其作用是
不可替代的。

大熊猫的一黑一白，犹如中国
一阴一阳平衡的自然生态观。著名
作家阿莱说：“这也时刻提醒我们，
要让自然、气候、人文形成良好的
生态系统，让大熊猫在这个良好的
生态系统中，更好地繁衍。总而言
之，我们要珍爱自然。”

作为“熊猫中国·四川主题展”
的策展人，陈小波特别在展览中突
出了四川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大
熊猫的安危，折射着人类认识自
然，一步步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努力”。近年来，关于大熊猫文化的
思考从未停止，其内涵和外延正在
不断丰富。

⒉拓展全球朋友圈

在本次活动周期间，14名“大熊
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的亮相受到广
泛关注。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对现有的
14名“大使”的选择十分讲究，他们
不仅是忠实的大熊猫爱好者，与大熊
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对外交
流、文学、艺术、摄影、文化、科技
等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希望通过这些

“大使”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让熊
猫文化为更多人熟知、热爱。

“ 大 使 ” 的 任 命 ， 既 是 一 种 仪
式，也是一种开始。依托大熊猫，他
们将把璀璨的中华文化、巴蜀文化带
向更广阔的天地。一个辐射全球的

“朋友圈”正在形成。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外交形象，

加深了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情谊。”功·
塔帕朗西在“熊猫中国·四川之夜”
致辞中说，为大熊猫“林冰”取名
时，约三分之一的泰国人都参与其
中。大熊猫是联结文化、经济、教育、体
育交流合作的纽带，“泰国的一些旅行
社甚至专门推出了‘熊猫套餐’。”

今年 6 月，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
交一周年之际，在巴拿马播出的 《卡
罗！来自巴拿马的熊猫粉》 体验式纪
录片，引起热烈反响。片中的“熊猫
粉”卡罗，从幼年听父亲讲大熊猫故

事起，就迷上大熊猫，曾凭借想象制
作了一本大熊猫手册。今年 5 月，他
终于到四川见到了大熊猫，实现了自
己的夙愿。

给卡罗讲故事的那位父亲，正是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此次，施可
方也是14位“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
使”之一，他表示，将把大熊猫的故
事讲给拉美地区更多人听。

同样是推广大使的著名作家阿
来，也在用行动践行作为“大使”的
承诺，通过文学推广大熊猫文化，让
更多的人关注自然、关注生态。

不仅如此，大熊猫在线上的影响
力也日渐彰显，知乎推出的 《想“云
养”熊猫，怎么能不知道这些》 专
题，上线不到一天累计超过 500 万的
阅读量。大熊猫文化在线上、线下同
频共鸣。

在科幻领域拥有众多年轻粉丝的
果壳网联合创始人姬少亭、摄影家周
孟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主任
张志和……各路“大使”都在各自细
分领域，将大熊猫文化精准地传播到
各个圈层的受众。

“熊猫中国·四川之夜”活动中，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也发出了盛情的
邀约：“我们将在未来5年面向全球招
募 100 名大熊猫文化推广使者，让世
界更加了解大熊猫文化、更加关注四
川，推动四川与各国交流合作向更深
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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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个
游乐场，儿童和舞蹈团的熊猫卡通形象互动。

左图：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卖萌的熊猫宝宝卖萌的熊猫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