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3.1.17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3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

搭建产业发展与自然保护桥梁

首批资助 28 个公益项目

2022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携手美团 85 万青山公益商
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持续开展“青山公益自然
守护行动”。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围
绕自然保护地在生态系统碳汇、
固碳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潜
力，征集并资助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周边社区生计替代、一线
科研实践等项目。

首批资助的 28 个项目，以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路径， 切实
提升保护地生态质量， 提高生态
系统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8 个公益项目落地， 将一
笔笔资助转化为在地的生态保
护力量。无论是生态修复还是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或是探索产业
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路径，还
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乡
村振兴的联系，都将是一个见效
周期长、区域差异性高同时也要
执着坚守、奋力探索实现的长期
使命。

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落地

2022 年，是中国湿地高光之
年，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也将
触角伸向它们。 青山公益自然守
护行动资助的珍禽栖息地构建
与监测项目已协助江苏盐城国
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修复 3200
亩人工湿地，重新构建珍禽栖息
地，并与福建省观鸟协会开展湿
地保护调查活动。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
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对维护
黄河下游和黄渤海生态安全十
分重要。 在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
既要发展经济， 更要保护生态，
对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进行研究
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青山公
益自然守护行动在黄河三角洲
资助了三个项目，引入一流的科
研力量深入一线，在地支持保护
区更好守护一方绿水青山。

在甘肃祁连山，资助甘肃省
自然资源规划院开展 Nbs（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视角下山水林
田湖草试点工程，从中总结指标
体系，为祁连山地区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修复工程提供管理对策
建议。

助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一直都是生态
领域永恒的主题， 特别是在种
类繁多的熊猫栖息地。 青山公
益自然守护行动资助四川省社
会科学院编制完成《千佛山猫
儿沟生态科普廊道建设方案》。
该方案引导了千佛山保护区建
设资金的后续投入， 让大熊猫
的小种群可以通过廊道项目的
打造，实现自由迁徙、种群的交
流， 找到它们能够继续生存的
地方。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背
景下，资助四川平武县关坝流域
自然保护中心，完善巡护监测体
系，推行协助巡护制度。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还
资助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对长
臂猿栖息地进行改善，通过社区
参与生态种植，将破碎的栖息地
连接，改善质量。 经过一年的努
力， 长臂猿栖息地面积增加 3-5
平方公里。

在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
的资助下，神农架华山松大小蠹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研究项目对
华山松大小蠹的生活史进行了
观察研究，持续对华山松大小蠹
进行天敌筛选工作，为提出华山
松大小蠹的绿色防控应用技术

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资助的赤峰市赛罕乌

拉自然保护区昆虫多样性调查
监测项目，填补了近十年在昆虫
多样性调查的学术空白，使该区
的昆虫监测迈向一个新台阶。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青
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在梅花
鹿、黑熊监测与栖息地保护，反
盗猎能力建设，缓解人兽冲突，
提高社会公众意识等方面资助
开展了多个项目。 资助相关单
位编制了《湖北五峰后国家自
然保护区黑熊专项调查报告》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方案》 等，
让相关领域的新探索有了后续
的支持。

秦岭的森林生态系统对我
国西北和华北生态环境变化起
到很大作用，在青山公益自然守
护行动首批资助的 28 个项目中
关于秦岭的就占了很大比例。 青
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资助陕西
省动物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
西北农业科技大学等公益伙伴
开展金丝猴智能保护、中蜂遗传
机制及其生态价值评价、国家公
园森林系统的保育，帮助公益伙
伴在秦岭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
样性生的保护等推进科研和宣
传工作。

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园派驻一线工作人员在秦
岭地区开启秦岭阔叶林物种多

样性研究。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
动深知生态保护的意义重大，在
资助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资助了
驻扎在一线的工作者，期望通过
逐渐恢复某种森林植被来增加
生态系统的韧性。

为鸟儿飞，也为鱼儿游。 青
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又变成海
洋生态环境守护卫士，资助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开展珊瑚景观修
复项目，该团队的研究验证了健
康的珊瑚具有碳汇功能，揭示不
同种类珊瑚获碳差异，这将为珊
瑚礁保护赋予新的意义。

引导社区参与乡村振兴

2022 年 9 月，在青山公益自
然守护行动的引领下，蜕变而生
的秦岭新一代养蜂人走上了现
代化可持续的养蜂路，既保护了
祖脉秦岭的绿水青山，又“酿”出
甜蜜美好的生活。

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是青
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的重要试
点。 作为北接秦川、南连巴蜀，生
态环境最为良好的地区之一，这
里是优质的蜜源地。 但这一带分
布着众多农村社区，面临森林资
源和中华蜂生态保护、 利用、管
理方面的诸多挑战。 青山公益自
然守护行动资助太白县中蜂保
护产业发展协会启动了以改变
传统经济发展和生活模式的秦

岭国家公园社区生态友好型可
持续发展计划，引入资金、技术
和管理方法，为村民提供蜂种蜂
箱、 生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国
家公园授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格局。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在这样
的认识下，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
动资助公益伙伴在广东韶关开
展以家庭农场为试点的碳中和
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以实现环境
保护、能源供应等多重效应。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资
助的 28 个项目中， 很多都是在
寻求一种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
衡机制和方案，有一个关键词就
是“替代”。

珠海淇澳岛素有“九湾十
八峰”“珠海十景”的美誉。但是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地岛
民也是靠海吃海， 当地财政入
都直接或间接跟渔业相关，岛
民对于海洋资源保护、 生态系
统保护意识并不高。 随着近年
来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及
一系列宣传， 当地居民在意识
上逐渐发生了改变。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就
是在这关键转型期，资助中山大
学项目团队在淇澳岛通过艺术
赋能开展可持续生计替代和示
范项目。 如今，生态旅游使得当
地的经济得到了一系列发展，形
成了旅游业态集聚效应，当地的
老百姓生态保护意识也逐渐得
到了加强。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从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
这一年的公益轨迹可以看出，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已成为解
决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 青山
公益自然守护行动搭建了产业
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桥梁，
帮助更多地区获得更为理想的
发展空间。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项
目的落地生根，是大力推动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将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美丽中国
转化为公众的自觉行动，并将继
续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路径
下， 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发力，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
家园做出积极贡献。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项
目伸出的是枝， 长出的是叶，埋
下的是根，结出的是果。

2023 年， 秉承“一起青山
一起美好”的愿景，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将携手更多合作伙
伴，在 85 万美团青山公益商家
的支持与期待下，共同打造“美
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的生动实
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 （徐辉）

在2023年刚开始回顾
过去的一年， 不仅

仅是为了总结过去取得的一
些进展与成效， 更是为了与
大家分享青山公益自然守护
行动资助的项目产生的价
值。 分享这一年的观察与思
考，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其中，
这才是意义所在。

”

太白县中蜂保护产业发展协会会长陈斌在上
河产业中蜂养殖基地查看蜂脾

艺术介入保护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替代与绿
色低碳项目，实现传统景点与艺术的融合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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