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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公益日中，慈善会系统除
了发挥募款优势外， 还与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联合，进行优势互补。
一直以来， 公众对于社会工作机
构认识尚浅， 没有形成一定买方
市场，大多由政府购买服务完成。
但社会工作机构有着很强的项目
执行能力， 慈善会与社工服务机
构一起，前者负责募款，后者负责
执行，大家发挥各自优势。

《公益时报》：99 公益日项目
善款如何支出？

董颍生：善款使用与监督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 筹集善款只是
做了上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必须
做好善款使用这下篇文章，这需
要各级慈善会切实履责。 第一，
募款目标、 支出去向，99 公益日
上线项目规则中已经明确，捐赠
者也很清晰。 按照慈善法要求，

慈善总会定期在网上公示项目
执行情况。 第二，河南省慈善总
会专门成立由总会监事长领衔
的“项目督导组”，将分组下基层
督查善款执行情况。 第三，引入
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评估。 2020
年，省慈善总会就委托河南省凯
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筹款百
万元以上项目全部进行专项审
核，包括善款申请、拨付、使用等
情况， 确保善款用到慈善项目
上，用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上，让爱心网友放心满意。

《公益时报》：网络慈善逐渐
成为未来慈善的主要方式，慈善
会系统如何迎接这一机遇？

董颍生： 网络慈善作为新时
代慈善事业的创新之路， 我们施
行“两手抓”战略。 一是线下募捐
不放松；二是网络募捐常态化。下

一步，99 公益日这个活动还要积
极参与， 但网络募捐并不仅限于
99 公益日这三天，而是形成长期
化。在民政部指定的 20家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上，我们与腾讯公益、
支付宝公益、 新浪微公益、 轻松
筹、水滴筹这些平台长期合作，注
重日常网络募捐效果。

除 99 公益日之外， 近三年
来省慈善总会网络募捐超 6 亿
元。 7·20 洪灾中，河南省慈善总
会快速上线 23 个项目， 网络募
捐近 4 亿元。 现阶段来看，网络
募捐和线下募捐，前者已占有半
壁河山，日后可能会超过线下募
捐，趋势显现较为明显。

通过近几年参与 99 公益日
活动和平时的网络募捐工作，我
认为产生了三大效益：首先是政
治效益。 99 公益日活动借助互联
网平台，宣传慈善文化、倡导慈

善行为、普及慈善理念，走向人
人公益、随手公益，进而有效提
升了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这个
效益比募捐效益更重要。 其次是
社会效益。 99 公益日活动发起的
项目和筹集的善款都是用于扶
贫、安老、助医、助学、困境儿童
救助等，善款汇集为助力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参
与活动的热情。 最后是引领效
益。 省慈善总会协调联动各级慈
善会和公益机构共同参与活动，
很好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切实
发挥了引领、协调、指导作用。

今后要抓住机遇，巩固发展
网络慈善，我们将持续抓好以下
几个环节： 认识到位是前提，争
取支持是保障， 动员培训是关
键，精选项目是核心，形成合力
是保证，用好善款是根本。

《公益时报》：99 公益日是由
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
公益机构、企业等推出的一个公
益活动，怎样看待该活动属性？

董颍生 ：首先，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给慈善事业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为人人公益、指尖公益、
随手公益提供了便捷通道，这是
科技发展至今的必然产物。 其
次，慈善事业服务于百姓，群众
的爱心、 善心被激发裂变，从
2015 年 205 万人次参加、募款额
2 亿多元，到今年 6870 万人次参
与、募款额 35 亿多元，网络募捐
恰逢其时，方兴未艾。 最后，这催
生了全民慈善意识，成为世界互
联网募捐的中国样本。 慈善法颁
布后，99 公益日逐步壮大， 在第
三次分配作用下，全民慈善新的
春天已经来临。

近日，一则视频影像冲上
热搜：在大熊猫国家公

园大邑片区，一只成年大熊猫坐
在镜头前安静地吃着竹叶，一个
小时后才悠闲地离开。 第二天 ，
距离此地 5 公里左右的红外监
测相机也拍摄到一只成年大熊
猫路过的身影。 画面中，还有两
只黑熊， 在镜头前不停地打闹、
嬉戏玩耍。

对这些镜头前的景象，管护
站的工作人员早已习以为常。 随
着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成
都市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今年
以来，成都为大熊猫修复栖息地
5 万亩，人类活动退出山林，在水
电站、矿场、猎枪消失的同时，更
多的保护措施来了，更多山林里
的“主人们”回来了，生物多样性
也更加丰富。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手段
珍稀动物回来了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来回踱
步的雪豹、成群的扭角羚……在
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
副站长王磊翻动着电脑中红外
相机传回的珍贵画面。“可能很
多人都不知道，距离成都城区这
么近的地方有雪豹。 ”王磊有些
兴奋，“这可是在食物链顶端的
动物！ ”

根据红外相机的记录，去年
10 月 30 日和 12 月 6 日，在同一
区域内，多次拍摄到雪豹活动画
面。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只雪豹
多次巡视自己的领地，在镜头前
嗅闻地面，时间长达两分钟。 今
年 1 月 16 日凌晨 3 时 30 分，一
只雪豹再次出现在镜头中，它步
伐敏捷，优雅地从镜头前经过。

王磊介绍，对于雪豹，要有充
足食物比如岩羊， 还要极少受到
外界干扰， 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
活环境。“它的存在可以体现整个

片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
实际上，“进来”的不仅是物

种多样性，还有背后一系列生态
修复保护手段。

“拿我们总站来讲，不仅实
施生态工程、 保护设施建设，还
要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
以及对进入保护区域的驴友等
进行劝阻，减少人为干扰，保障
野生动物有一个自由生活的环
境。 ”王磊说。

试点以来，成都科学整合范
围内原有 16 个保护地及其管理
机构，完成都江堰、彭州、崇州和
大邑 4 个管护总站和 28 个管护
站组建工作，构建“管理分局—
管护总站—管护站”三级管理体
系；采取日常巡护与联合巡护相
结合的方式，在重点区域、重点
地段、重点部位和重点时间节点
开展巡护，共开展日常巡护 1633
次，专项行动 52 次，切实加强范
围内人为活动管控。

更多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来
了———成都专门为大熊猫国家
公园设置了专业法庭，通过跨区

域集中管辖方式，充分发挥专业
审判的优势，集中审理大熊猫国
家公园成都片区所属都江堰、彭
州、崇州、大邑四地环境资源案
件，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多元共
治机制，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相
关司法保护共治新框架。

更 多 的 科 普 教 育 也 来
了———片区内，共建自然教育基
地 12 家，开发《大熊猫科研知识
问答》《奇妙的鸟类》等自然教育
手册，采取“线上线下联动”形式
开展各类自然教育活动 82 场，
逾 62 万人参与其中。

人类活动退出
自然美景回来了

“消失多年的小飞水瀑布又
回来了！ ”望着眼前的哗哗水流，
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管护总站
副站长曾泽军发出感慨。

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
区关停小水电带来的成效。 今年
9月底，成都大邑县开展了该县大
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水电退出

工作。一共有 18家小水电并网线
路被断开、14 家小水电取水口被
封堵。消失多年的小飞水瀑布、水
柴溪瀑布与大飞水千年飞瀑的景
观重现成都西岭雪山。

关闭小水电之前，曾泽军几
乎已想不起曾经“小飞水瀑布”
的样子。 他回忆，这些电站基本
建成于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
代。 水电站引水蓄积后，小飞水
瀑布的水越来越小，并渐渐消失
不见了。 伴随着小水电站的关
停， 山上一些消失的景观再现
了： 落差 300 多米的大飞水瀑
布；落差 150 米，但宽度能达到
60~70 米的小飞水瀑布……曾经
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湍湍急流。

记者了解到，为夯实大熊猫
国家公园生态本底，还原国家公
园“原真性”，大熊猫国家公园成
都管理分局制定了大熊猫国家
公园成都片区 36 个小水电退出
计划，9 月底已有 34 个小水电退
出公园。

退出的不仅是水电站。 大熊
猫国家公园回龙沟管护站站长
张宣在 20 年间见证了许多变
化：山里水电站、矿场、猎枪消
失，保护区面积扩大了、生物种
群也更丰富了。“以前打枪的多，
很多动物都看不到了，现在野猪
随时可以看见，黑熊也会下山来
找吃的，在社区也能发现很多野
生动物的痕迹。 ”

一批人也搬离了自己生活
的土地，为大熊猫腾挪空间。 按
照“人退猫进”原则从核心区迁
出原住民 52 人。 退出核心区后，
入口社区则通过融合熊猫保育、
科普教育、文化展示、后勤保障、
熊猫特色旅游等功能，带动经济
发展及社区综合治理，实现共建
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早在 2014 年，大熊猫国家公
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就与世界自
然基金会在都江堰市龙池镇虹
口社区、飞虹社区等社区建立了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小区，社区群
众自发组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
小区巡护队，参与到大熊猫国家
公园的保护建设中来。

接下来，成都还将继续探索
原住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利益协
调机制， 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社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联盟
等，推动共建共享，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人工修建洞穴
为动物繁育提供庇护

“有成效！ 看来它们已经完
全适应洞穴了！ ” 看着野生动
物在人工洞穴内活动频繁的照
片，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
总站龙池管护站站长朱大海有
些兴奋。

2020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都
江堰管护总站与大自然保护协
会（TNC）合作，开展了大熊猫野
外产仔洞人工洞穴建设及后续
红外相机监测项目。 目前建成的
6 个人工洞穴， 为大熊猫及其同
域动物生存繁育提供了有效的
庇护场所。

“从我们多年的监测来看，
这个区域内很少有天然形成的
岩洞，野生动物想在野外找到洞
穴很难，包括树洞在野外都发现
得很少。 ”朱大海说，基于这个情
况，才想到通过人工辅助修建了
一些野生动物的洞穴。

野生动物人工洞穴建设项
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属于首
创。 尤其是在大雪覆盖的冬季，
人工洞穴更是为野生动物提供
了庇护所。

近期，龙池管护站和科研保
护科工作人员对人工洞穴红外
相机进行了数据收集整理，发现
近一年里，大熊猫、四川羚牛、川
金丝猴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洞穴。

（据《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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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给熊猫“不打扰的温柔”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猴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