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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积跬步，方至千里

“上个月平均每天走了多少步？”
“21165 步！嘿，真不赖，每天两万

步以上保持住了！”来自浙江绍兴的“90
后”小伙儿沈钧亮从手机里翻出了5月份
的步数统计，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今，每天坚持“两万步”，已经成
为沈钧亮的生活常态。

“上大学那会儿，我深受肥胖困扰，
一来影响个人形象，二来也不利于健
康。当时我下了决心，为了在毕业季穿
上学士服拍几张帅气的照片，一定要减
肥。”沈钧亮告诉记者。

不过，知易行难。减肥真到了“动
真格”的时候，沈钧亮感到“坚持”二
字真不容易做到。

2016年8月，蚂蚁森林项目正式在支
付宝上线。正在统计每天步数的沈钧亮
第一时间注意到并开始尝试参与。很
快，他便爱上了这款应用。

据支付宝公益事业部总经理、蚂蚁
森林项目负责人徐笛介绍，创设蚂蚁森
林项目的初衷就是“唤醒更多人参与”，
让更多人关注生态治理、选择低碳生活
方式。

“比方说，在购物时自备袋子，外
出时能走路乘公交就不开车，参观游览
时用电子票而不用纸质票，这些实实在
在的绿色行动都会在支付宝中生成相应
的‘能量球’和‘积分’，就能为植树
造林做出贡献。”徐笛说。

根据蚂蚁森林的规则，沈钧亮每天
走路、跑步积累的步数都会转化成相应
的能量积分。达到一定分值后，支付宝
等方面就会为生态植树提供公益资金。

“我每走一步路，都是为生态环境
改善做贡献，我流的每一滴汗，都是给
树苗浇水。这简直太酷了！”此后一年
多时间里，沈钧亮的体重慢慢减轻，他
手机里的小树则在慢慢长大。整个人的
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焕然一新，让周围
不少同学投来称赞的目光。

“减肥成功了，每天‘两万步’还继
续走吗？”记者问。

“必须坚持！这事儿的意义远不止
于 减 肥 本 身 ！” 沈 钧 亮 的 回 答 十 分 坚
决。他说，自己作为用户代表曾亲自前

往内蒙古阿拉善，亲眼看到了自己通过
蚂蚁森林在沙漠中种下的梭梭树，让他
对生活也有了更多思考。

“原本，我印象中的内蒙古，所有地
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牛羊成
群。然而，当我真到那里时才发现，当
地生态是那么脆弱。在一望无际的戈壁
和大片的沙漠里，一草一木都那么珍
贵。”从阿拉善回来后，沈钧亮再一次下
定决心，必须把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保
持下去，“我们必须为改善生态环境做点
什么！”

线上线下，同时种树

线上种树需生活自律，线下种树得
吃苦耐劳。

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王
平负责京新高速辅路旁 3870 余亩戈壁滩
的蚂蚁森林种树任务。按原计划，王平
为每一丛梭梭树打了直径 30 厘米、深 60
厘米的穴，再将梭梭树苗种好补水，第
一阶段工作基本就算完成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天前，
王平发现靠近公路边的一部分梭梭树苗
忽然变得干瘪枯黄，仔细一观察才发
现，原来树苗上长了虫子。

“这可咋办啊！眼看 7 月份就要验收
了，别人负责的区域好好的，如果我种
的树苗不合格，不仅没面子，而且还影
响费用发放！”王平心里起了急。

这时，王平想起了一个人——有着
20 多年林业工作经验的阿拉善左旗科
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治沙造林室主任
王生贵。

“ 能 不 能 只 把 遭 灾 的 树 苗 重 栽 一
下？”看到王生贵眉头紧锁，王平提出了
一个“省事”的办法。

“不行！那样治标不治本啊！”
王生贵告诉王平，虽然在戈壁种梭

梭树要求每亩地幼苗不能超过 45—50
穴，穴与穴之间的间距也并不算小。但
是如果虫害得不到及时控制，依然有大
面积扩散风险。

几番权衡之后，王平决定接纳王生
贵的建议，组织工人搬到戈壁上住一
阵，重新浇水并喷洒农药，以便将病虫
害消灭在萌芽状态。

好在，治理病虫害等突发情况也在

蚂蚁森林项目考虑之中，身处荒漠化治
理一线的王平并不孤单。

“蚂蚁森林项目对梭梭树种植的培育
期限是 3年，每亩地投入 200元。这里边
其实就包括了苗木费、人工费、灌溉费
以及病虫害等突发情况处置费用。相关
规定设计还是很细致周到的。”王生贵对
记者说。

“蚂蚁森林这个项目，并非‘一捐了
之’。在线上，我们在用户‘虚拟种树’
环节设计了很多基于绿色生活场景的激
励机制；在线下，真实种树的过程是在
政府、高校、企业、公益组织等多方合
作下进行。不同方面的技术、经验、人
才，不仅可以为植树造林保驾护航，而
且能带给用户更好体验。同时，用户还
可以通过我们布置的设备，在手机上实
时关注种树进展。”徐笛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5月底，支付宝蚂蚁森林已带动
超过 5.5亿人参与，累计种植和养护树木
超 2亿棵，种植面积超过 274万亩，实现
碳减排 1200 多万吨。同时，蚂蚁森林还
在全国设立了9个公益保护地，通过“人
人一平方米”守护生物多样性，守护面
积超过280平方公里。

大众参与，积木成林

积跬步，至千里；汇众力，木成林。
2016 年以来，蚂蚁森林在内蒙古、

甘肃、青海、河北、山西、四川、云南
等地的项目取得了巨大成效，并于 2019
年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
卫士奖”。

“蚂蚁森林展示了如何通过技术，激
发用户的正能量和创新行动，从而改变
我们的世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英厄·安诺生称赞道。

如今，像沈钧亮一样，许许多多的
人将蚂蚁森林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之中。

26 岁的武晶晶是上海的一名上班
族。三年时间里，她收取了超过 100.6千
克的“绿色能量”，获得了3个环保证书。

“成为‘环保达人’有啥诀窍？”记
者问。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蚂
蚁森林项目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
有的生活方式。”在武晶晶看来，日常生
活方式对环境有很大影响，但如果没有
量化，就难以感受得到。蚂蚁森林的作
用恰恰在于用量化的形式告诉自己每天
减排了多少，能产生多少公益价值。“绿
色环保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难事，举手
之劳而已；但当参与的人足够多时，就
会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在陕西西安从事工程机械制造的刘
双明，同样在蚂蚁森林中收获了巨大的
成就感。

“在我‘种’的树里，有两棵比较特
殊。一棵是和媳妇合种的花棒，每次浇
水 520 克，一棵是跟当初一起玩酷跑的
15 个搭档种的胡杨……”如今，刘双明
谈到怎么“玩儿转”蚂蚁森林时，头头
是道。

中国绿化基金会是蚂蚁森林项目的
合作造林主体单位。作为生态公益行业
的资深专家，中国绿化基金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陈蓬告诉记者，与传统造林项目
不同，蚂蚁森林造林过程要求全程透
明，用户不仅能够在高德地图进行查看
和导航前往造林地块，而且能够在支付
宝上通过电子稻草人看见自己领养的树
木生长情况，还可以通过近地轨道卫星
看见种植前后大地的变化。

“新时代的国土绿化需要发挥好市场
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良
性互动。蚂蚁森林项目具有受众面广、
互动量大、影响力强等特点，通过‘社
会公众网上认养、企业捐资植树’的模
式，营造出良好的国土绿化氛围，对吸
引更多人参与到生态公益事业起到了积
极作用。”陈蓬说。

绿色发展，利在千秋

苗种了，水浇了，树活了，就万事
大吉了吗？与荒漠化的斗争，显然没那
么简单。

对内蒙古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副

局长潘竞军来说，在各造林点、治沙点
之间奔波早已成为常态，闷在车里的时
间远多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

不过，潘竞军总觉着，只有亲眼看
到“梭梭树”们平安成长的样子才放心。

“现在植树造林资金及时到位，带动
了农牧民个人、合作社、企业参与。可
是，如果后续支持不足、造好的林又没
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和造血能力，大
家会不会又形成过度放牧的冲动？生态
是不是有再度恶化的危险？”望着数千亩
长势不错的梭梭树，潘竞军时常这样问
自己。

好在，大家不打无准备之仗。内蒙
古各级林草部门早已开始着手为蚂蚁森
林丰富树种，推出梭梭、沙柳、柠条、
花棒、红柳、沙棘、樟子松、胡杨等一
系列耐旱树种。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
地根据植物品种，把蚂蚁森林相应地块
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当中。

“我国的特色经济林、木本油料、林
下经济、沙产业、草产业及生态旅游等
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蚂蚁森林的树种多
数能与荒漠化地区重点发展的生态产业
无缝对接，有利于吸纳贫困农牧民直接
参与沙区生态建设与保护，解决当地劳
动力就业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引导农牧
民积极发展绿色产业。”陈蓬说。

有人忙着种树，有人直播护林，身
处杭州的徐笛也没闲着。他正带领蚂蚁
森林团队，寻找更多基于绿色生活场景
的“种树合伙人”。目前，蚂蚁森林已吸
引了包括公益组织、科研机构、高校、
明星、企业等在内的 800 多个各类合作
伙伴。

夕阳西下，一股气流从巴彦乌拉山
上俯冲而下，吹过了山下的一片梭梭
林。几粒沙土翻滚了几下之后，又缓缓
停了下来，难以再前进一寸。

从沙进人退，到退牧还林，再到人
进沙退……像沈钧亮一样，每一个看过
这景象的人都会甚感欣慰。这份欣慰背
后，是深入人心的绿色发展理念，更是
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自觉担当。

5.5亿双脚“种”出了这片“蚂蚁森林”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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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支付宝，看一看自己每天贡献的碳减排量，再去好友的“森林”里逛上
一圈，“偷”几个“绿色能量球”，已经成了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

当蚂蚁森林的“能量积分”达到一定标准之后，便可以解锁不同的树
种，在生态脆弱地区种下一棵真正的树苗。而少用一个一次性纸杯，则能为
植树造林贡献一分钱善款；多几公里“以步代车”，就可以为防风固沙一线

的小树苗多浇一次水……
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蚂蚁森林带起了数亿用户绿色生活的节奏，成

就了中国大地上的一片又一片神奇的新绿。
那一棵棵树苗背后，是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生态治理的又一个

中国奇迹。

不进大漠，不懂生态之
脆弱；不蹲一线，不知造林
之艰难。

在一片草场上，单个牧
民 过 度 放 牧 ， 收 益 是 自 己
的，但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
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如果
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眼下
利益”出发，就会酿成“公
地悲剧”。

怎么解决？办法其实很
多：法律约束、行政管理、
税收杠杆等，不一而足。但
从根本上看，还要靠社会大
众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比
如，如何真正做到“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支
付宝蚂蚁森林项目之所以在
短短 4 年内便取得了巨大成
功，关键就在于调动了 5.5亿
多用户的参与热情，让绿色
理念融入每个人每一天的生
活中。

蚂蚁森林线下种树的内
蒙古阿拉善、甘肃民勤、青
海海东等地，大多是中国生
态最脆弱的地区。这些地方
有一个共同特点：生态承载
力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矛盾
突出。如果缺乏绿色发展理念有效的引导，极
易形成“破坏—治理—再破坏—再治理”的恶
性循环。蚂蚁森林项目则创造性地通过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实现了“良性循环”。线
上线下齐种树，不仅在最短时间内聚集起了数
亿用户，更让用户培养了绿色生活习惯、企业
更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农牧民实现了绿色转
型、林业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公益投入产生
了最大的生态价值。

“ 人 人 为 我 ， 我 为 人 人 ”， 把 绿 色 理 念
“种”进每个人心田，中国绿色发展前景将更加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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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内蒙古阿拉
善左旗吉兰泰镇巴彦
乌拉嘎查的蚂蚁森林
281号区域，伫立着蚂
蚁森林与中国绿化基
金会的木牌。该区域
种 植 面 积 、 植 物 种
类、数量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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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境内一处改良红柳
苗木种植试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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