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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区金达莱朝鲜族民俗村内的长鼓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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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亮红灯”

在自然保护区内，过度、无节
制的人类开发活动虽能创造短期效
益，但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根据国家环保部门对全国范围内
400 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
动遥感监测的数据，将近 1/4 的保
护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深。目前，
各地都在严厉打击保护区内的违法
商业经营活动。

2017 年 3月，天津七里海国家
湿地保护区内发现其核心区和缓冲
区内存在违法经营活动，如水产养
殖、农家乐和垂钓园建设经营、旅
游设施修建等，已导致自然湿地损
失超过 1 万亩，占核心区总面积
16%。2018 年 6 月，违章建筑出现
在长江石柱段湿地保护区内，一个
占地 1/4 的工业园，不仅距离长江
干流仅几百米，甚至一部分延伸至
核心区，破坏了武陵山区生物多样
性和水源涵养地生态功能。去年 7
月 29 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要
求，天津市要切实抓好七里海湿地
等自然保护区环境整治和生态修
复，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今年 6月
4 日，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对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主要负责
人进行公开约谈，要求叫停一切破
坏自然保护区环境的开发与建设。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崔书红说，2018年以来，各地共
查处 1.4 万多个涉及自然保护区的
问题线索，关停取缔违法企业1800
多家，强制拆除违法违规建筑设施
1900多万平方米。

除坚决拒绝以破坏生态环境为
代价的开发外，各地还积极探索保
护与发展并进的道路。今年成功入
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安徽省黄山
风景名胜区，为解决有效利用保护
区资源进行合理发展的问题提供了
新思路。

青山依旧 绿水常流

黄山是中国著名风景名胜之
地，闻名遐迩，每年吸引无数中外
游客。但大量游客的人为活动并未
破坏景区内的自然资源：目前，在

黄山的开放景区内，仍旧保存着完
好的全球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
性地带中森林生态系统、大面积的
天然森林植被、丰富的植物群落类
型和完整的垂直带谱、丰富的珍稀
动植物资源，是世界上同纬度带生
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黄
山进行了多种尝试。比如，自1987
年以来，黄山率先对始信峰景点进
行封闭轮休，让热门景点休养生
息；经常发布景区游客日最大承载
量，为保护环境限制游客进区。目
前，以黄山为代表的钱塘江周缘山
地，在当地居民长期精心呵护下，
青山依旧，绿水常流，其注入新安
江水库的水，为该流域提供了极为
珍贵的 178 亿立方米的净洁淡水资
源，使世界上最古老的稻作文明产
地在现代仍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

近年来，黄山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物与地质多样性保育、文化
与文明多样性交流、公众教育与游
览体验度提升、公平受益与社区幸
福度增强，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认可，黄山先后入选 IUCN（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全球自然保护地“绿
色名录”、全球百佳可持续目的地，
参与《全球可持续旅游目的地准则》
等标准制定，获得了国际话语权。

保护好才能发展好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一种
新型的自然保护区，它将传统的绝
对保护过渡到开放式、多功能的积
极保护，这种更为开放的态度，也
意味着更高的保护要求、更高的人
文关怀以及高度和谐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

据统计，目前中国入选世界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网 络 的 34 个 保 护 区
中，绝大多数申报主体为自然保护
区。一般说来，自然保护区长期处
于一个相对封闭与隔绝的区域范围
内，更方便长久保护物种多样性以
及独特的生态系统，例如，中国建
立的第一个保护区——鼎湖山自然
保护区，保存着近 400 年的珍惜原
始森林，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后，在原有的良好生态资源基础
上，科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利用，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居民与自然和
谐共生。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虽然以自然
保护作为其首要功能，但不是唯一
功能。它要求把保护区及周边地区
人民的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
而找出一条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模式。它既讲保护，也
讲可持续利用和公平享用。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87 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是世界红茶发源地，也是近1000
种模式标本的采集地，拥有地球同
纬度带保存面积最大、保留最为完
整的原生常绿阔叶林，1000 多亩保
存完好的南方铁杉，以及银杏、南方
红豆杉、水松等 20 多种濒危植物。
与此同时，保护区内还有 2500 多名
原住民，周边还涉及到4个县（市）10
个村、场的 1万多人。武夷山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没有简单采取阻止社区
居民生产活动的办法，而是在不违
背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在实验区内
发展生态旅游，把社区的经济增长
点从利用毛竹的资源消耗型转移到
了非资源消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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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亮起了红灯。

针对世界人口快速增
长，人类对生态与环境的
破 坏 与 日 俱 增 的 严 峻 形
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上世纪 70 年代推出“人与
生物圈计划”以及建立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计
划，以求人类能逐步认识
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并能
遵守生态伦理道德，与生
物圈和谐共存，进而增强
人类有效地管理和促进生
物圈繁荣的能力。

我国在 1978 年即设立
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
员会。在 40 年中，我国除
了参与了热带与温带森林
生态系统、湖泊水生生态
系统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的
国际合作研究外，更重要
的是协助了 33 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走向世界，成功
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 世 界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网
络。与此同时，还在国际
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生
物圈保护区网络，现已发
展到177个保护区成员。这使得我国自然保
护事业在恢复伊始，即获得了世界最新保
护理念，并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地恢复与
发展。

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分
采取生物圈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外围区）的三区划分方案。社区参与、利益
公平分享、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
合作等生物圈保护区的许多理念，已成为我
国自然保护区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原则。

除理念外，我国还是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的网络成员，正在建立生态旅游、科普
教育、标准化管理的示范保护区，这些行
动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
的提高，为我国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的保护
地体系奠定了基础。

黄山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而非属保护区，最近它被批准加入世界自
然保护地的精英团队，一个重要原因是黄
山独有的自然与人文秉赋。黄山不仅是我
国东部保存最完好的中亚热带花岗岩山地
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
富的保护地，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以黄
山山脉为骨干，东连天目山，南衔接仙霞
岭和天台山，在我国华东形成了独立的外
流淡水循环体系即钱塘江流域。该流域是
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稻作文明的发祥
地。钱塘江流域自 7000 年前“河姆渡”出
现了世界最古老的稻作文明后，5000 年前
又出现以我国最古老城镇、水利建设与琢
玉祭祀遗迹为特征的“良渚”文明，该文
明一直延续到史后各朝代从未间断。而最
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流域在近 10万年的人
类活动影响下，至今仍保持着可持续发展
能力，是世界历史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
多得的典范。黄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将使我国在钱塘江流域有可能率先实
现“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那就是：
人们认识到彼此共同的未来以及自身与地
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以成员责任
的方式集体投身于建设
与生物圈和谐共存的繁
荣社会。

（作者系中科院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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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 34个自然保护地成功申报为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一方面对当地“核心区”
的典型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在外围“过渡
区”的合理开发，也正推动当地的协调发展，构建起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网络。

中朝边陲的森林乐园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毗邻朝鲜的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具有典型的火山地貌特征，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
当地保护完好的生境构成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随着

海拔的升高，长白山上的植被景观也发生着变化。火
山口积水成湖的天池，干净得像一面镜子，仿佛天空
倒在整个湖面上。不远处的温泉群袅袅热气不断升起。

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保护区的管理，使得长白山
不仅成为了一座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对于科学研究和
旅游也有很大的意义。

东海中的“贝藻王国”

被誉为“贝藻王国”的南麂列岛是我国唯一的国
家级贝藻类海洋自然保护区。这片距离台湾省基隆140
海里的列岛，由大小 52个岛屿组成，因最大的岛屿外
形酷似一只奔跑的麂而得名。

这里海水清澈，含沙量低，气候温和。在宽 800
米、长600米的大沙岙沙滩上，有着国内独一无二的贝
壳沙，贝壳沙又细又软，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点点的
光彩，与蔚蓝清澈的海水相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
画面。

分为三级保护区的南麂列岛，除核心区封闭保护
之外，在二三级保护区实行有效的保护开发。其海洋
资源极为丰富，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从过去
单一对贝藻类保护扩展到对多样的海洋性动植物物种
的保护。对这里实行保护的同时，这片岛屿还可以为
科学研究提供资源。这里被称作“南种北移，北种南
移”的资源库，在海洋生态研究方面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不断发展的海带养殖场，生产的商品大量供应
市场，为当地居民创造收入。

世界屋脊上的生物园

近些年来，追求心灵纯净的朝圣之旅不断兴起，
人们对西藏的认识更多在于她连绵不断的皑皑雪山以
及随风飘扬的五彩经幡。这样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
别致的风光，也造就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生物圈保护
区——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这片土地上，河流湖泊点缀在雪峰与冰川之

中，长尾叶猴、金钱豹、岩羊、雪豹等珍稀动物在其
间穿梭，长蕊木兰、长叶松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反映
出了珠峰保护区的生机。珠峰保护区在生物、地质、
环境等众多学科上也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潘得巴 （乡村福利员） 这一社会综合发展项目是
保护区在维持珠峰面貌的前提下，引领当地群众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的项目。不仅强调核心区的保护，还要
注重当地藏民的贫困问题，带领保护区的群众持续稳
定地向前发展。

徜徉生物保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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