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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联村渔民打捞海漂垃圾上岸。 黄婉华摄

梅联村负责人向来访者介绍渔村生态环境的变
化。 黄婉华摄

③ 又见美丽渔村
当时梅联村村委会集体资金捉襟见

肘，拿不出钱办事。桂万光就自掏腰包，
先后给村里垫资数十万元。经过一天又一
天走村串户做工作，经过一件又一件小项
目的落地实施，经过全村上下400多户村民
的共同努力，经过9年3000多个日夜的集体
奋斗，梅联村终于告别了昔日的脏、乱、差！

现在的梅联村，密网捕鱼被彻底杜绝，
村里修起了柏油马路，户户接入了自来水，
垃圾在户分类，环保纳入乡规民约……

9 年间，村里共减少了 30 多艘渔船，
出海的渔民不仅带回自己的生活垃圾，还
在归途捞起海里的各类垃圾。村里还联合
渔民致富带头人叶东平请来专业潜水教练

勘测珊瑚礁，在梅联村 7 公里海岸线的东
锣岛周围延伸 3 海里放置浮标，建立 9 公
顷禁渔区，保证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生态修复。

原本民风淳朴的梅联人，借着碧水蓝
天青山白沙的独特环境优势，引入生态康
养旅游理念，转型办起了 100 多户海滨民
宿。旺季时，每天约有上千人光顾梅联村
及附近海滩。每间客房每月会为村民带来
1000-1500 元的收入，经济结构的转变使
得梅联村人年均收入由原来的 4000 元/
人，增加至2018年的7200元/人。

今日的梅联村，海水清澈，洁白的海
滩再也看不到成堆的垃圾。近海的各种海
洋生物又回到滩涂，渔民在近海又钓到了
硕大的石斑鱼、黄花鱼、白枪鱼和螃蟹
……梅联村又焕发了勃勃生机！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变身为乡村环境治理的“明星
村”，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梅联村经过9年环境治理，让小渔村生态
环境发生了“蝶变”。与此同时，环保意识也深入到每个村民的心
里，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

梅联梅联：：一个小渔村的环保梦一个小渔村的环保梦
韩韩 玉玉 刘江燕刘江燕

① 环境遭到破坏
虽已立秋，但海南三亚仍然

热浪袭人。在梅联社区 （又名梅
联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桂万光顶着酷暑，带领社
区副书记赵克攀、支部支委、副
主任等一行人走入社区渔民家
中，挨户检查落实三亚市开展的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工
作要从社区的公路边一直到居民
家中，要求整齐清洁、村民家中
不再饲养家禽、庭院植树、养
花、垃圾分类入户。

这项在其它地方推行艰难的
工作，在梅联村却进展得很顺
利。这得益于梅联村早在2011年
就开启了以农村社区为重点的海
洋环境保护工作。

梅 联 村 有 415 户 ， 总 人 口
1585人，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坐
落在中国北纬18度穿过的三亚市
西部，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角头湾是三亚市最著名的海
湾之一，也是梅联村的海岸线靓
点之一。梅联村的海岸线有 7 公
里长，这里海水碧蓝，海滩洁白
如银，沙质细腻。夕阳下，橘红

色的霞光洒满海滩和礁石，银色
的沙滩被染成金色，唯有岸边的
礁石被海水激起一团团白浪，岸
边几艘渔船在金色的海波中摇
曳。游客称赞，梅联村是三亚市
自然环境最美的海岸线。

风景如画的梅联村，在 9 年
前却是另外一种样子：环境污
染、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渔民生
活收入方式单一，生活条件很
差。那时，村里一半的劳力外出
务工，剩下的村民靠海吃海。

村里渔民为了生存，只能用
极细网眼的渔网拖网捕鱼，或使

用一些其他严重破坏近海生态环
境的方式捕鱼。海底拖网、张网、
电鱼、炸鱼、禁渔期非法捕鱼等
现象时有发生。2013 年，渔民平
均出鱼量由 10 年前的 1 吨/年下
降到 0.5 吨/年，村民人均年收入
徘徊在 4000 元左右。这种恶性循
环加剧了梅联村附近海域的生态
环境恶化，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造成巨大威胁。

原本美丽的海滩变得垃圾堆
积如山，散发着阵阵恶臭，蚊蝇
成群。村里的道路更是坑坑洼
洼，污水横流。

② 村民开始行动
小渔村的困境被一位回村的大学生看

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就是赵克攀，为了
改变村子的环境，他找到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希望协会帮助梅联村走出困境。

在蓝丝带协会的帮助下，他们申请到
GEF/SGP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
划——《海南省梅联村渔业社区共管示范
项目》，资助梅联村探索一条通过渔村环
境综合治理减少海洋污染以及在保护海洋
生物的同时为渔民增收的方法。

但年轻的赵克攀感觉自己虽然志存
高远却势单力薄，缺乏经验。这时，当
过侦察兵的退伍军人桂万光毅然放弃自
己的生意，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与赵
克攀一起并肩战斗，发誓不但要让家乡
恢复幼年时天蓝水碧、风景如画、鱼虾
满仓的美丽景致，更要让乡亲们走上一
条富裕的康庄大道。

桂万光的回归让梅联村的村民看到了

新希望，他被村民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桂万光认识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后，渔民的收入也因此下降，要改变渔民
的生活，必须做产业转型。而产业的发展
必须要保护环境，让环境资源得到良性发
展，才能为村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在
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三亚市崖州区等部
门和机构的帮助下，他带领全村人将发展
村经济和环境保护一起抓，双管齐下。

他们从修一条条村间道路着手，从改
变渔业和生产经营方式做起，从村民的意
识和生活方式抓起，从转变村民生产经营
模式发力，召开一系列研讨会，组织讲座
及环保电影放映等活动，提高村民环保意
识；发放垃圾桶让渔民放在船上，不再将
垃圾扔在海里，而是带回村里统一处置；
和渔民达成协议置换渔具，变更捕鱼方
式，减少渔民对近海生态的破坏；圈禁渔
区，通过说服教育，让渔民主动将作业渔
网由小眼渔网换为大眼渔网……

人类制造的垃圾在全球海洋中越来越多，其中塑料垃
圾尤甚。《2016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塑料类垃
圾总量常年居于海面漂浮垃圾和海底垃圾之首。

在 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 《塑料海洋》 中，每年上百
万只海鸟、10万余头海洋哺乳动物、难以计数的鱼类由
于误食塑料垃圾或被捆缚等原因死亡。其实，在这场污
染危机中，受到威胁的并非只有海洋生物。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洋流潮汐和大气运动
会驱动着海洋垃圾不断移动，海洋塑料垃圾中的化学物
质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2018年，维也纳医学大
学研究团队首次从人类粪便中检测出微塑料。因此，海洋
污染治理也是为人类的生存而战。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海洋垃圾的研究和治理力
度，针对海洋垃圾的污染防治问题，中国已陆续出台和
制定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
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20余部配套法规，为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同时，中国在全国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将重
要、敏感、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纳入生态红线区管控范

围并实施强制保护和严格管控。2013年，山东省率先实
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计划至2020年，渤海海水水
质达标率不低于 80%，生态红线区陆源入海直排口污染
物排放达标率 100%，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减少 10%至
15%；浙江省编制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把重要海洋
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等划为生态红线
区，划定海洋生态红线面积占全省海域总面积的比例达
31.72%。

不仅如此，民间海洋环保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比
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是以海洋保护为主题的民间公益
性社会团体，蓝丝带通过寻求海洋生态和渔民生产生活方
式之间的平衡点，促进沿海环境向生态可持续方向发展。

海洋污染治理是一个大工程，又是一场持久战。在
这场大工程和持久战中，需要国家全方位布局，不断完
善配套政策法律法规，还需要地方政府加快推进海洋生
态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带动民间海洋保护工作、社会公
众多一分自觉践行，建立起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全社
会协同的长效机制。

目前，中国在控制陆源污染方面尚未取得决定性胜
利，而新的海洋污染问题又不断出现，海洋生态保护任重
道远，不可掉以轻心。唯有以整体、联系和发展的视角看待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巩固
并扩大现有治理成果，久久
为功，不断推进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才能确保中国乃至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日益向好。

中国是世界塑料生产
和消费大国，产生的塑料
垃圾如果处理不当，将会
分解为细小的塑料颗粒。
这些塑料颗粒虽微小，但
威力不小，不论是残留在
土壤中还是流入海洋，都
后患无穷。

“海洋中的微塑料极
易被鱼类误食，一些微塑
料在海洋生物的消化道内
长期积累，使他们产生饱
腹感而停止进食，导致死
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自然资源
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高振会介绍说。人类如果
吃了体内带有微塑料的海
洋生物，微塑料也会在人
体中富集，其危害不容忽
视。

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
已引起国际重视。为维护

海洋生态环境，中国积极履行微塑料治理职责。
2016 年，国家海洋局启动国内近海微塑料监测
工作；2017年，中国首次将海洋微塑料监测范围
扩大至大洋及极地领域；同年，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成立“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研究中心”，为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治理提供了技
术支撑和公益性服务。

微塑料的形成过程涉及生产、消费、处置
等多个方面，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同参
与。治理微塑料污染，最根本的要从源头上治
理，即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调整消费结
构，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是很重要的，国家环境
部门也可以将环境工作纳入考核。”高振会认
为，中国今年陆续开展的垃圾分类举措，推动
了塑料的进一步回收利用，从源头上防止了塑
料垃圾入海。

同时，一些海洋微塑料的调查和监测工作
也在逐步展开。高振会建议，应从国家层面支
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监
测技术方法，通过科技进步推动海洋微塑料污
染的防治工作。

近些年一些组织和个人也开展了不少海滩
清理活动。在浙江舟山，老渔民杨世钗自发打
捞海面漂浮垃圾；在福建晋江市金井镇塘东
村，一些村民自发组织义工队，定期清理海滩
垃圾，维护沿海环境。

目前中国微塑料的研究、治理工作仍处于
起步阶段。

“要想公众参与进来，需要多开展科普性
的工作，比如公益广告、科普讲座等。人们如
果不了解微塑料的危害，就很难培养起减少使
用塑料制品、积极做好垃圾分类的意识，得让
大家了解到微塑料的危害。”青岛市绿色发展
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岛科技大学张
江辉博士告诉笔者，“科研单位一定要加强微
塑料的研究，开发可替代的产品。同时，积极
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激发公众的海洋环保
意识，这也是微塑料防治工作中的关键因素。”

打赢这场持久战
刘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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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奕辰﹃

塑
战
塑
决
﹄
微
塑
料

傅
晓
怡

李

彦

梅联村渔民整装待发准备出海。 谭黄英摄梅联村渔民整装待发准备出海。 谭黄英摄

赶 海 据网络

志愿者们在三亚南山景区海滩上清理垃圾。
陈文武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