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参与者越来越多、参与范围越来越广。 6 月 5 日
是第 49 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确定的主题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近日在北京举行世界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评选出 2020 年“十佳公众参与案例”“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彰
显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行动者们的努力和坚持。

“3，2，1！ ”6 月 5 日上午，
2020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现场，所有人欢欣倒数。

台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中宣部副部长傅华、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庄国泰、青海省副省

长刘涛一同将手放在舞台中央
的黑色大圆球上。

台下， 与会人员聚精会神
紧盯圆球，猜想着首个“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吉祥物”的“庐
山真面目”。

伴随着
音乐声，“小
山” 和“小
水” 的 3D
形象在圆球
中出现。 大
屏幕上，小
山和小水也
蹦蹦跳跳映
入与会人员
的眼帘。

中国生
态环境保护

吉祥物为一对名为“小山”和“小
水”的卡通形象，以“青山绿水”
为设计原型， 有机结合绿叶、花
朵、云纹、水纹等设计元素，表达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

“小山”以青山为造型，以绿
叶为发饰， 以祥云为鞋子纹样，
象征绿色与和谐。“小水”以绿水
为造型，以花朵为头饰，以水纹
为鞋子纹样，象征洁净和美丽。

这对吉祥物脱胎于“青山绿
水”，传递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也是
我们的生日，初次见面，请大家
多多关照。 ”在小山和小水齐声
问好的同时， 两个人偶面带笑
容、活泼灵动，边招手边走上舞

台。 可爱的形象引得众人纷纷举
起手机，定格这一刻。

小山和小水寓意着每个人
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
者、受益者，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 积极践行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地球
家园。

活动结束后，不少与会人员
久久不愿散去，争相与小山和小
水合影留念。

在网络直播中，网友们也纷
纷留言表达对吉祥物的喜爱。

“小山，小水，给你们比心。 ”“哪
里能买到小山和小水的公仔
呀？ ”“社会各界的生态环境保护
公益活动都可以免费使用小山
和小水的形象，真好。 ”

“很高兴看到大家喜欢小山
和小水，也希望能够通过吉祥物
的生动形象、国际通用的视觉元
素，表达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
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价值观。 ”
吉祥物设计者李坤表示。

千里挑一。“中国生态环境
保护吉祥物” 自 2019 年 11 月起
开始征集， 经过近 7 个月的征
集、专家评审、公示、网络投票等
过程，从 2400 余件作品中遴选，
再经专家评审、调整优化，最终
确定。

“我以前从事过环境保护公
益广告宣传，一直十分关注生态
环保， 能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十
分荣幸。 ”李坤说，“期待小山和
小水能带动更多人参与环保。 ”

（据《中国环境报》）

公众参与，共建美丽中国

保护生态环境离不开公众
参与， 公众有环境保护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今年 3
月，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联
合启动 2020 年“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主题系列活动。 为更好
地发挥典型示范和价值引领作
用， 经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产
生了十佳公众参与案例。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 基金”项目，是评选出的十
佳公众参与案例之一。 2019 年 6
月，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 中华环保联合
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共同发
起这一项目，专项支持环保社会
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活动。 在项目资助下，来自北京、
浙江、 内蒙古、 新疆等 16 个省
（区、市）的 16 个环保社会组织，
在短短 4 个月内， 推动地方 137
家设施单位开放，共组织开展设
施开放活动 306 次，参观人数达
到 2.6 万多人。

公众参与离不开志愿者的
服务与带动。 2018 年 6 月，重庆
市文明委启动“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今
年 3 月，“市级总队+区县分队+
若干志愿服务组织”的队伍体系
全面建立，建立分队 1000 余支，
累计招募注册志愿者 21 万名，
开展活动 3.2 万余场次， 志愿者
服务时长近 50 万小时， 成为广
大市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和实践

平台。
为推动形成公众参与环保

宣传教育的内生机制，四川省生
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设立环保
宣传教育公益示范项目，通过广
泛征集、共同策划、联合实施、小
额资助等一整套规范办法，为各
地生态环境宣教部门创新开展
环保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可复
制的经验。 这一项目以“小资金”
撬动“大资源”，动员全社会开展
环保宣传，成功孵化了一批具有
创新性、带动性的环保宣传精品
活动。

此外，十佳公众参与案例还
包括创建“龙江生态小卫士”、劲
草嘉年华、北京市生态环境文化
周、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长江
大保护绿色共成长” 行动计划、

“不留白色污染”主题宣传活动、
“绿满港城”行动、蒙泰依们和她
们的黑肥皂。

身体力行，共护美丽家园

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来自全国各地，持之以恒地守护
着珍稀动植物，守护着我们的美
丽家园。

有人专注生态环境保护，长
期坚持做好一件事。

自从 1998 年加入北京麋鹿
生态实验中心，郭耕就不停地对
麋鹿这一我国特有、世界珍稀的
动物进行保护和研究。 他在全国
各地宣讲和科普，帮助大家了解
麋鹿。 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南

海子麋鹿苑，郭耕设计了一系列
动物保护教育设施，让参观的人
们直观认识到动物对人类的重
要性。

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75 岁的马献民老人，17 年来每
天坚持在沙漠边缘义务植树造
林。 如今，他种植的 1900 多亩梭
梭林已长得郁郁葱葱，如哨兵般
挡住风沙的蔓延。

有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为保护生态持续努力。

在辽宁盘锦，1997 年就加入
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董礼是小学
科学教师，他不仅自己多次参加
爱鸟护鸟活动，还积极带领学生
到黑嘴鸥繁殖基地南小河捡拾
垃圾， 教学生救助受伤鸟儿，组
织放飞活动。 他成立的盘锦市黑
嘴鸥保护协会护飞队， 从 2014
年的 8 人发展到如今的 500 多
人，并获得辽宁省环境保护先进
集体称号。

为保护目前全
球 种 群 数 量 仅 约
1000 峰的野生双峰
驼，野生动物保护志
愿者王新艾 5 年里
13 次冒着酷热和严
寒穿越罗布泊，用镜
头记录野骆驼的生
存状况。她成立了新
疆野骆驼保护协会，
带领志愿者们四处
奔走、 宣传科普，虽
然艰苦劳累，但从未
后悔。

有人克服种种
困难，不懈追寻心中
的绿色梦想。

80 多岁高龄的
王惠远是河北北戴
河的退休美术教师。
他自费筹建公益性
浅海生态环境区，建
设适宜鱼类洄游产
卵的人工礁场。他克

服重重困难， 拿出全家积蓄，动
员亲朋好友，不断研究改善水下
自然环境的方法。 如今，在北戴
河金山嘴海域，王惠远的五大礁
区面积已达 300 亩。 周边渔民受
到带动，也纷纷投礁入海，发展
浅海养殖，令老人倍感欣慰。

安徽合肥义城街道的十五
里河、塘西河和南淝河，一直面
临夏季蓝藻暴发、水环境污染等
难题。 2007 年 4 月，“夕阳红志愿
服务队”队长姜清泉看到街道发
布招募义务打捞员的号召后，第
一个报名参加。 在短短 40 多天
内，义务打捞队就清理了近万吨
河道垃圾， 河流水质明显好转。
13 年来， 这支以退休人员为主、
平均年龄 55 岁的打捞队人数日
渐壮大。 每年 4 月到 10 月的打
捞高峰期，他们平均每天能打捞
10 吨垃圾和蓝藻。周边居民的生
活环境变好了，来河边踏青的游
客也增多了。

造福百姓，共享绿色生活

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 百名最美生态
环保志愿者中，许多人不仅活跃
于山河湖海之间，还为百姓的生
产生活提供切实帮助。

近年来，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 北京市民栗阳成立了北京耕
耘公益服务中心， 建立一支由
100 余人组成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队伍，承担着多个镇街 5 万余户
居民家庭的垃圾分类宣传指导
工作。 服务中心还特别针对社区
独居老人和残疾人等不方便下
楼扔垃圾的人群，提供上门取垃
圾、为老人扫地等服务，惠及 70
余户家庭。

在上海，作为金山区绿行者
环境志愿服务队的“小巷环保带
头人”，陈海明创新工作方式，把
绿色生活理念带进社区百姓家。
他长期驻守在社区垃圾投放点，
细心指导居民如何正确分类；带
领居民利用家中蔬菜果皮制作
环保酵素，解决堆肥导致空气恶
臭难闻的问题；向居民宣传私家
车微水洗车方法，带动居民节约
用水。

志愿者帮助百姓改善生活
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 在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
发展中心的项目经理马鸿丽的
帮助下，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的
6 个村，实施了“绿色母牛银行”
项目，在推动养殖产业发展的基
础上，鼓励农户种植苜蓿及薪炭
林。 这不仅能为养殖提供饲草，
还能增加植被覆盖面积。

美丽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
共同建设；绿水青山，需要我们
每个人共同维护。 只要大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聚沙
成塔、集腋成裘，让绿色理念薪
火相传，让美丽家园生生不息。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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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发布十佳公众参与案例和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你好，小山！ 你好，小水！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吉祥物”发布侧记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吉祥物为一对名为 “小山”和
“小水”的卡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