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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1 日起，海南开始全面禁止出
售、购买、利用珊瑚礁、砗磲及其制品，以
保护其生存环境。随着禁令实施，昔日因
砗磲而兴盛的海南潭门镇，如今已基本全
面下架相关制品。

事实上，早在 1988 年我国已将红珊
瑚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禁令之下，蓝色保卫战近况
如何？

收藏热背后的珊瑚之殇

临近春节，北京的南城古玩城有些冷
清。不过，偶尔前来问询的顾客除了对传
统玉石青睐有加外，也对砗磲、珊瑚等制
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串砗磲项链多少钱？”“800 元。”
“珊瑚项链呢？”“原价 1800 元，清仓处理，
800 元吧。”一家仅几平方米的摊位前，已
经退休的邓女士指着一串米粒大小的碎
石串成的红色珊瑚项链问价。

“同款的珊瑚项链，去年以 1800 元的
价格卖了 40 多条，现在只剩下了两条，所
以便宜处理了。”摊位的女老板告诉记者，
她的珊瑚大都来自海南，因为质坚色艳，
看起来高贵典雅，颇受年轻女士喜爱。

南三环，相隔 10 多里外的一处花卉
市场，因为平时客流量较大，也聚集了一
批珠宝卖家。不过，同南城古玩城一样，
这里为数不多的珊瑚、砗磲制品并未摆放
在显眼位置，而是隐藏在其他珠宝、工艺
品中，或是被摆在了不易被察觉的角落。

“最近暗访较多，查得严，不能拍。”一
家珠宝店铺里，见记者掏出手机要拍照，
50 岁左右的男老板马上警惕道。据他介
绍，店内砗磲制品多未玉化，售价从 30 元
到数百元不等。

橱窗里一大一小两串深红色珊瑚项
链售价为 5000 元，旁边的一段树枝状珊
瑚吊坠售价则要上万元。“物以稀为贵，珊
瑚自 2010 年左右在市场上走俏。这支珊
瑚产自台湾深海，别看小，却色泽艳丽，已
经达到了阿卡级别。”男老板称。

“千年珊瑚万年红”，因色泽喜人、质
地莹润，继翡翠、和田玉之后，近几年珊瑚
这一以往相对冷门的品类正被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收藏。然而，追捧的背后却是一
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根据《2015 年中国海
洋环境质量公报》，我国珊瑚礁生态系统
均呈亚健康状态：近 5 年，珊瑚礁生态系
统呈现较为明显的退化趋势，造礁珊瑚盖
度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不断下降，由 2011
年的 20.5%下降为 2015 年的 16.8%；硬珊
瑚补充量较低，5 年来均低于 0.5 个/平方
米；海南东海岸造礁珊瑚种类由 2011 年

的 52种下降为 2015年的 36种。
“除了全球变暖，人类活动已对珊瑚

生存构成威胁。”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主任傅捷说，沿海开发、污染、过度
捕捞引起的环境恶化，对珊瑚礁的影响远
大于气候变化，“有时一张渔网就能把近
海一片珊瑚全破坏掉。”

健康海洋生态系统不足两成

正在消失的珊瑚，只是我国海洋生态
环境日益脆弱的一个缩影。“随着沿海开
发进程加快，受人口聚集、资源环境负荷
等因素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显
著增加。监测表明，部分区域海洋生态系
统因得不到有效保护，有生态功能退化和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国家海洋局
有关负责人指出。

现实的确不容乐观。位于广东省惠
州市东南部的考洲洋，是红海湾向稔平半
岛内延伸的一个溺谷湾，也曾是惠州最主
要的红树林分布地区。今年 50 岁的惠州
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正印记得，刚刚参
加工作时，考洲洋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
成一片，煞是好看。但好景不长，因水产
养殖总量过大、布局不合理，考洲洋变成
了一潭死水，沿岸天然红树林面积亦随之
锐减至不足 500亩。

同红树林一起减少的还有生物多样
性。被誉为“海洋卫士”的红树林具有防
风消浪、保护堤岸、净化环境等多种功能，
是水禽重要的栖息地，也是鱼虾蟹贝类生
长繁殖的场所。王正印告诉记者，随着红
树林植株死亡，由其“庇护”的浮游生物等
大量减少。

痛定思痛，育苗、栽种红树林，如今的

考洲洋正一点点恢复昔日活力。不过在
广西，红树林为经济发展建设让步的情况
仍有发生。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2015
年 6 月份，为建设钦州滨海新城，广西将
茅尾海自治区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29%
的 面 积 调 出 保 护 范 围 ，实 际 调 减 面 积
1413 公顷。根据钦州滨海新城、北海铁
山港东港区和龙港新区的建设规划，还将
占用茅尾海和铁山港区域约 595 公顷原
生态红树林。

遭遇厄运的不止红树林。《2015 年中
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实施监测的
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
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中，处于健康、亚
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海洋生态系统分别
占 14%、76%和 10%。

全面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面对有些尴尬的现实，一场蓝色保卫
战已悄悄打响。

48 岁的曹庆梅，2013 年从曲阜一家
煤矿退休后，在山东威海购置了一套房子
安了家，成为威海南海新区海岸线变迁的
见证者。在她的印象中，彼时的南海新区
海岸边到处是滩涂和虾池，有时游客开车
到十多公里外的高速公路出口，还能闻见
海上飘来的一阵阵腥臭。

如今，拆除网箱、回填优质细沙，昔日
的“海上垃圾场”已变身金色沙滩。“现在，
再踏上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就不舍得离
开了。”曹庆梅感慨。

从毁坏到恢复，几经变迁的南海新区
折射了我国海洋生态的基本轨迹。“海洋
生态环境是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和底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
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表示。

全面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在沿海
11 个省（区、市）完成海洋红线划定工作，
将全国 30%以上的管理海域和 35%以上
的大陆岸线纳入红线管控范围；着眼控制
近岸海域污染，牵头开展近岸海域水质状
况考核，在渤海湾、胶州湾、厦门湾、大鹏
湾等海域继续开展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
试点；印发加强滨海湿地保护管理的指导
意见，新建 16 处海洋特别保护区和国家
海洋公园，推进“蓝色海湾”“南红北柳”

“生态岛礁”工程；实施生态管海，转变用
海管理模式，将生态用海作为用海项目建
设方案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不能满足自
然岸线保有率的区域，一律不批准用海项
目，严格控制用海规模⋯⋯2016 年，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大踏步向前，“水清、岸绿、
滩净、湾美、物丰”的目标正一点点实现。

“不过，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整体
形势不容乐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
面临着保障发展、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
王宏说，2017 年，海洋局将以海洋主体功
能区规划为基础，编制“全国海岸带综合
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研究统筹海洋功
能区划、海洋生态保护规划等海洋空间规
划的可行方法和实现“多规合一”有效途
径，制定差别化的海洋生态环境准入政
策。同时，实施全国海洋生态红线“一张
图”管理，对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红线执行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海洋生态红线区
面积不减少、生态不恶化；加大渤海环境
保护力度，统筹推进“蓝色海湾”“南红北
柳”“生态岛礁”三大生态修复工程，新选
划一批海洋保护区和海洋公园。

部分区域海洋生态系统有生态功能退化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

让 海 洋 生 态“ 健 康 ”起 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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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

云 上 白 沙 绿 醉 人
本报记者 何 伟

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九架岭是一条分
界岭，东南边是五指山区的莽莽峰峦，西北
部是平原与碧顷无垠的橡胶林。

远远望去，云雾如纱般浮在山腰。九
架岭因云雾而显得神秘莫测，险峻深幽。
打开车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顿时
令人神清气爽。

在“雾绕青峰”的观景台远眺，只见九
架岭上群山如黛，绿树苍翠。在靠近观景
台的山谷中，墨绿的胶林呈阶梯状向谷底
延伸，新植的槟榔铺张着碧色的羽叶。

乳白色的雾絮覆满山岭，裸露的岭顶
宛若蓝鲸在白浪中穿行，白中点翠，时隐时
现；萦绕在山间的雾流，恰如玉带悬腰，映

衬着山之秀美；薄薄的雾纱则飘渺不定，云
游山海。此番景象，令人仿佛置身于蓬莱
仙境之中。

太阳缓缓升起，这里的色彩变成了橘
黄色，太阳越升越高，透过云层散发出橘红
色的光芒，将云雾尽染。云雾渐渐变成绯
红，向四面扩散开来。

冬季一过，白沙就换了颜色，木棉树上
朵朵红蕾犹如少女羞涩地泛起红晕的脸
颊。白沙的木棉花花肥色红，艳丽悦目。
朵朵花儿千姿百态，有的花形笔直而上，有
的花形倒挂而坠，有的左右倾斜。它红得
稳重、庄严，在云雾缭绕中更显鲜艳。

红艳艳的木棉花停留一个多月后，绿

色慢慢占领了九架岭。一眼望去，满眼的
橡胶林已经换上了绿色的“新衣裳”。

春茶也在此时绿了起来。身穿黎族服
装的妇女们在漫山遍野的茶园里忙碌，是
万绿丛中的一点点红。

白沙有“山的世界、水的源头、林的海
洋、云的故乡”的美誉。这里年均气温为
21.9℃至 23.4℃，森林覆盖率高达 83%，空
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巨大的“天然氧
吧”和“森林浴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舒适的气候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
白沙，也让越来越多的村庄吃起了旅游饭。

被评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的元门乡罗帅村位于生态核心保护区——

鹦哥岭脚下，距离白沙县城牙叉仅 20 公
里。村子四面环山，清流溪河从村边流过，
村内生态保护完好，房前屋后种有槟榔、花
梨、沉香等经济树种，村边和路边还种有大
量的果树、花草、竹子等。

几年前，罗帅村建起了天涯驿站，成为
集“农家小憩、民俗体验、徒步远足、科考探
险、创作写生、乡村露营”等功能于一体的
著名旅游村庄。

截至 2015 年，白沙县共有宾馆酒店
74 家，房间 1314 个，床位数 2005 个。乡
村旅游作为白沙的热点，2015 年共接待游
客 12.9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64%，实现
旅游业收入 1.01亿元。

◀▲海南白沙九

架岭云雾缭绕，木棉花

在云雾中更显艳丽。

（白沙县委宣传部
供图）

▶白沙的山、河、

雾。 陈颖专摄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春节长假将至，越

来越多的人会踏上旅程。

不过，很多人在享受假期

时，也许还未意识到：对地

球家园和万千生灵来说，人类探幽访胜的脚步，却有

可能惊醒它们的“美梦”。

这不是危言耸听。想一想每年有多少珍禽异兽

被端上游客的餐桌，或被制成旅游纪念品出售，就知

道人类陋习的可怕。没有游客的“买买买”，就没有

杀害。在云南，小商贩大量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作为珍贵药材向游客兜售；在泰国，鳄鱼皮、大象皮

被制成箱包，一些名贵树种被加工成药材或家具

⋯⋯这都是笔者旅途的所见所闻；有不少游客慷慨

解囊，甚至将此视为独特旅游经历加以炫耀。

数据显示，仅 2013 年，就有近 2.5 万头非洲象被

猎杀；2009 年到 2014 年，约有 170 吨非法象牙及制品

流出非洲。这仅是野生动物悲惨命运的冰山一角。

在很多游客眼里，野生动物只不过是人类猎奇和获

取资源的对象，他们没有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对维

持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旅游业的发

展不能与保护生态环境背道而驰。

此外，旅游业本身也蕴藏节能减排潜力。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

总量的 5%。如果将酒店的能源使用、食品运输和洗

浴用品等因素包括在内，这一比例将升至 12.5%。

因此，联合国将 2017 年定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

展年，呼吁共同推动旅游业实现绿色变革。可持续

旅游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在意大利米兰的零

排放酒店，99%的洗浴用品都是可生物降解的；在南

非的海边度假小镇 Gaansbai，保护当地动植物群落

被视为首要任务。当前可持续旅游仅占全球旅游业

的 1%，我们需要做得更多。

在欣赏自然景观时，确保不留下痕迹；少坐飞

机，多选择低碳交通方式；谢绝购买大批量生产的纪

念品，而是支持当地工匠和制造商；询问旅游经营者

和旅游目的地如何管理水和废物，是否利用可再生

能源发电⋯⋯我们应认真思考，自身的旅行对可持

续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带来了哪些影响，让假期旅

行不再仅限于为自己留下美好回忆，而是尽己之力，

让世界变得更清洁、更环保。

旅行可以令地球更美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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