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呵护共有的家园

近期，云南野象北巡，并在
人工引导下平安南归，引发全球
广泛关注。 象群一路游走，中国
政府与民众一路精心管护，护象
行动得到世界肯定。 云南拯救濒
危物种亚洲象的故事也温暖全
球，引发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关注。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在昆明
举行，“一路象北”也成为 COP15
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何选
在云南举办的答案注脚。

滇金丝猴被称为“雪山精
灵”，在“三江并流”腹地的高山
密林中“安居”。 1985 年底，云南
省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工程师钟泰和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一道
开展野外调查， 见到了滇金丝
猴。 钟泰说，滇金丝猴长着一张
像人的脸， 红色大嘴唇很特别，
因种群稀少， 避居雪山深处，寻
常难能一见。

白马雪山脚下，69 岁的护猴
员余建华说，附近村民曾经以打
猎、伐木为生，猴子栖息环境受
影响，猴群数量减少。 为拯救濒
危的滇金丝猴，白马雪山实行严
格的保护政策，探索“社区共管”
模式，将保护与周边居民的生存
发展相结合，促进滇金丝猴种群
恢复性增长。“保护区建设之初，
种群数量不足 500 只。 ”钟泰说，
分布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稳步
增长，目前达 2300 余只。

云南一直致力于构建科学
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有效保
护一大批珍稀濒危动物的种群
及其栖息地。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副局长王卫斌介绍， 自 1958
年以来，全省先后划建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 自然保护区等 11
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362 处。 在
这些自然保护地内，全省 90%的
重要生态系统和 85%的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云南的自然保护地实践是
我国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大范围、大规模、多样化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使旗舰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对整个生
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保护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昆明植物园内的“扶荔宫”生
物多样性体验园是 COP15 生物
多样性室外展览展示项目之一。

“这里有中国重要的珍稀植物，
也有来自全球五大洲的代表性
植物种类。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园主任孙卫邦说，“扶荔宫”充
分展示了全球丰富的物种多样
性和别具特色的园林景观。

“村民逐渐加入保护生态的
队伍，保护共有的家园。 ”余建华
说，很多村庄附近就是滇金丝猴
分布的区域，猴子现已不那么怕

人了，有时不到 50 米都能看到。

绘就生机勃勃的“画卷”

云南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各大类群生物物种数接近或超
过全国同类物种数的一半。 云南
省生态环境厅督察专员曹永恒
说， 云南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大，
使得生物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分
布区域小， 生态适应能力低，对
外界干扰非常敏感。

“近年来，云南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不断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全省自然保护地体系日
趋完善， 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
好。 ”COP15 云南省筹备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厅长马永福说，云南国土
面积占全国 4.1%，却囊括了地球
上除海洋和沙漠外的生态系统
类型，COP15 在云南举办， 与云
南丰富的资源，显著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效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 云南高位推动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工作， 先后
发布丽江宣言、腾冲纲领、版纳约
定，率先制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发布省级《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

2030年）》。曹永恒说，云南较早开
展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
估研究， 建立首个国家级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 开展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遗传
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
益分享等试点工作， 生物多样性
保护走在全国前列。

亚洲象、滇金丝猴等成了大
家喜闻乐见的明星物种，华盖木
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保护。“黑
冠长臂猿、滇金丝猴和绿孔雀等
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旗舰
作用，又是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指
示物种，保护好他们也就保护了
这个区域的整个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科学院教授杨宇明说。

野外已经灭绝的富民枳，在
原分布地得到有效回归重建；巧
家五针松、华盖木、滇桐等 15 种
迁地保护的植株已正常开花结
实……20 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通过就地、迁地和回归等抢救
性保护措施得到了有效保护，脱
离灭绝威胁。“聚焦立法保障、协
同发力、自主创新推动云南极小
种群物种拯救保护。 ”王卫斌说，
2005 年， 云南在全国率先提出

“极小种群” 保护倡议；2010 年，

省政府批准实施《云南省极小种
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明
确了 62 个野生植物和 50 个野
生动物物种共计 112 个优先保
护对象，“十三五”期间，实施 120
多个保护项目。

云南约有 50 种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分布区增加和扩大。 每
年迁徙至云南的鸟类达 420 种，
赤麻鸭等 7 种水鸟数量超过 1
万只， 并不断观测到鸟类新记
录、新分布。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王天喜介绍，亚洲象种群
数量由 150 头增至 300 头左右，
滇金丝猴由 1400 只增至 3300 只
以上，西黑冠长臂猿由 800 只增
至 1300 只左右。

“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
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云南
傣族群众世代传颂着这句谚语，
也向人们传递着最为朴实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不只是傣
族群众，云南许多民族，都有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的优
秀传统文化，绿色发展理念成为
各族群众的共识。

守住绿水青山

63 岁的茸比家住香格里拉

市普达措国家公园， 这里平均
海拔近 3500 米 ， 拥有湖泊湿
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流、珍稀
动植物等， 原始生态环境保存
完好。

以前，砍树、打猎成为群众
的日常。 几年前，普达措国家公
园建立后， 实行社区反哺政策，
让茸比有了村民和“园民”身份。
“一年领的补助和反哺钱数万
元， 环境没保护好， 这钱就没
了。 ”茸比说，保护好绿水青山，
真的就有金山银山。

茸比的身份转变是云岭
大地谱写绿色生态发展答卷
的缩影。

在元阳哈尼梯田，哈尼人利
用复杂的水渠系统，将水从树木
繁盛的山顶引入梯田，构建出森
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
的循环农业生态系统；积极开展
生态保护扶贫，全省从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中选聘生态护林员
18.3 万人， 带动逾 78 万贫困人
口稳定增收……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 ”云南各族人民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
张牌”。 云南省发改委负责人表
示， 坚持发展与保护相协调，呵
护绿色、追求最美，“绿色”成为
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鲜明
底色，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
突破。

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的核心和交汇区域。 去
年，在云南发现大围山梧桐等新
物种、新记录种 256 种。 记者从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众多
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成为“网
红生物”， 云南生物多样性关注
度持续升温，保护力度也不断加
大，云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
性宝库。

在保护地外，还分区域建立
了以绿孔雀、印度野牛等野生动
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小区
或社区公益保护地。 同时，建立
健全了亚洲象、滇金丝猴、绿孔
雀等极小种群野生动物种群及
其栖息地全面巡护监测体系，确
保野外种群安全。 王卫斌说，比
如亚洲象保护上，实施了亚洲象
栖息地恢复、监测预警和安全防
范等工程， 建设亚洲象食源地

“亚洲象食堂”9000 余亩。
“守住绿水青山，迎来金山银

山。 ”“十三五”以来，云南举全省
之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和“八个标志性战役”。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
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连续五年保
持在 98%以上； 实施 274 家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划定全省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建立全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云南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历史性突破，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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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云南“画卷”

这里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这里是我国重要的生物
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里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七彩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出“绿色和谐”步
伐，绘就生机勃勃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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