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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蜂蝶戀秋菊

深秋菊花香四溢，
藍蝶吸汁蜂採蜜。
小小草坪花朵朵，
招蜂引蝶勝秋意。

全球首個！
「國際紅樹林中心」落戶深圳背後 

《 濕 地 公 約 》 第 十 四 屆 締 約 方 大 會

（COP14）近日在中國武漢和瑞士日內瓦閉

幕。本次大會是中國首次承辦這一會議，大

會通過了《武漢宣言》和全球濕地發展戰略

框架決議。

在大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致辭說，中國將推動國際交流合作，保護4條

途經中國的候鳥遷飛通道，在深圳建立「國

際紅樹林中心」，支持舉辦全球濱海論壇會

議。

8天後，締約方大會正式通過關于「國際

紅樹林中心」決議草案。這意味著，全球首

個「國際紅樹林中心」將正式落戶深圳。

國際《濕地公約》科技委員會主席、

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北京

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雷光春表

示，本屆大會上，中國政府提出要在深圳建

立「國際紅樹林中心」，這對全球的紅樹林

保護修復、科學研究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

意義。

中國生態學會紅樹林生態專業委員會秘

書長、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授王文卿

告訴，目前為止中國紅樹林總面積約佔全球

2□，但中國紅樹林研究位居世界前列。

為什麼是深圳？
紅樹林是生長在熱帶、亞熱帶海岸潮間

帶的木本植物群落，廣泛分佈于熱帶及亞熱

帶海岸線上，因紅樹樹皮中含有豐富的單寧

酸，遇到空氣氧化變紅所以得名「紅樹」。

中國的紅樹林主要分佈在東南沿海熱

帶和亞熱帶海岸港灣、河口河灣等水域，自

然林介于海南三亞市的榆林港至福建福鼎市

的沙埕灣之間，遍及海南、廣西、廣東、福

建、台灣、香港、澳門等地。

王文卿告訴，從天然分佈來講，福建福

鼎的沙埕灣是紅樹林天然分佈的北界，而人

工引種的北界是浙江樂清的西門島。

那麼，中國紅樹林廣泛分佈在東南沿

海省區，為何將「國際紅樹林中心」落戶深

圳？

「深圳市紅樹林資源豐富，保護修復

成效明顯，紅樹林科學研究多次獲獎，國際

合作經驗豐富。」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濕

地管理司副司長鮑達明表示，「國際紅樹林

中心」落戶深圳有利于展示生態文明建設成

果、促進紅樹林國際合作交流、推動全球紅

樹林保護修復。

紅樹是深圳的「市樹」，深圳對紅樹林

的保護由來已久。據瞭解，從1998年開始，

通過深圳河治理保護紅樹生態、人工補種等

措施，使得深圳灣紅樹林面積穩步增加。

據統計，「十三五」以來深圳共開展濕

地保護修復項目12個，修復紅樹林濕地面積

43.33公頃。2020年至今，深圳已完成12.72公

頃的造林以及12公頃紅樹林的修復。

截 至 目 前 ， 深 圳 全 市 現 有 紅 樹 林 約

213.62公頃，主要分佈在福田紅樹林自然保

護區內，部分分佈在寶安區沙井、福永、西

鄉，南山區沙河，大鵬新區壩光、葵湧、南

澳等地。

深圳市規劃與自然資源局相關負責人表

示，多年來，深圳開展多樣的濕地資源保護

策略，細化完善濕地分級分類保護體系，截

至今年10月底，全市正式掛牌建設濕地公園

15個，其中國家級濕地公園1個、市級濕地公

園10個。

此外，深圳還擬建紅樹林濕地博物館

（中國紅樹林博物館），這是國家林草局與

深圳市政府共同建設的國家級博物館。

位于深圳灣北東岸深圳河口的福田紅樹

林自然保護區，1984年正式創建，1988年定

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368公頃，毗鄰拉

姆薩爾國際重要濕地——香港米埔保護區。

2020年，福田紅樹林濕地被列入國家重要濕

地名錄。

據瞭解，深圳濱海區域的紅樹林、鹽

沼、珊瑚礁等濕地資源在全國範圍內都具有

稀有性，濱海濕地記錄有40種國家重點保護

鳥類和16種瀕危珍稀鳥類。

以福田紅樹林濕地為主的深圳灣區，是

東半球候鳥重要棲息地和南北遷徙通道上重

要的「中轉站」，是「4條途經中國的候鳥遷

飛通道」其中的一條，每年數萬隻往返于東

亞—澳大利西亞的國際候鳥在此停歇。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

與米埔自然保護區，在地理上屬於同一個整

體，因而深圳與香港的紅樹林保護一直處于

協同推進的狀態。比如，為共同保護鳥類棲

息與飛行安全，雙方在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的

核心區域500米範圍內，要求建築高度低于50

米。兩地協同推進紅樹林保護，對跨地區或

者跨國的濕地保護具有參考價值。

此外，深圳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紅樹林的

保護。2012年成立的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

基金會，是中國首家由民間發起的地方性環

保公募基金會。2015年初，該基金會正式托

管福田紅樹林生態公園，成為中國第一個管

理城市生態公園的環保公益機構。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熱帶林業研究所

紅樹林研究中心主任、湛江市紅樹林濕地保

護基金會理事長廖寶文向表示，深圳經濟實

力雄厚，還是國際交往前沿和對外窗口，且

紅樹林保護社會力量參與度高，「各項條件

綜合促成了『國際紅樹林中心』在深圳的落

地」。據他介紹，在「國際紅樹林中心」落

戶深圳上，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也

起到了推動作用。

11月8日，深圳市委常委會召開會議指

出，要以高標準高質量推進「國際紅樹林中

心」籌建工作，打造好這張新的城市「生態

名片」。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分析認為，作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國家對深

圳寄予厚望。「可持續發展先鋒」是深圳四

大戰略定位之一，以更高標準探索經濟增長

與環保並重的發展路徑，是國家賦予深圳的

新歷史使命，也是深圳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

求，這是「國際紅樹林中心」的落戶深圳題

中之義。

據悉，「國際紅樹林中心」將保護、

修復、合理利用紅樹林和濱海藍碳生態系統

作為工作重點，具體包括技術交流、信息共

享、監測評估和援外培訓等，特別是對發展

中國家提供服務和幫助。

雷光春說，深圳是一座聯通全球的現代

化國際化城市。「國際紅樹林中心」落地深

圳，標誌著深圳成為國際多邊環境治理機制

的全球樞紐之一。他認為，「國際紅樹林中

心」在深圳建立，能為全球紅樹林保護提供

巨大便利和強有力支撐。

「不降反增」的中國紅樹林面積
「國際紅樹林中心」之所以能夠落戶深

圳，更為關鍵的因素是近年來國家對于紅樹

林保護的重視，以及在紅樹林保護和修復上

所取得的顯著成效。

雖然紅樹林面積不到全球熱帶森林的

1%，卻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和生產力最高的

海洋生態系統之一，也是生態服務功能最高

的生態系統之一，對維持生物多樣性具有重

要意義。

紅樹林具有抵禦風浪、保護海岸、淨

化水質、固碳儲碳、調節氣候、維持生物多

樣性、保護水產種質資源、生態旅遊、科學

研究等諸多重要生態功能，因此有「海岸衛

士」「海洋綠肺」之稱，甚至有人將之稱作

海洋生態系統的「熊貓」。全球目前有341種

受威脅物種以紅樹林為主要棲息地。

王文卿介紹，紅樹林生物多樣性特別

高，目前評估的結果是，紅樹林生態系統提

供的生態服務功能，在全球的自然生態系統

當中排名第二，僅次于珊瑚礁，比一般的熱

帶雨林要高很多倍。

紅樹林還是生態界首屈一指的海岸防護

線。據上述報告估計，紅樹林每年可防止超

過65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並為約1500萬人降

低洪水災害風險。

1986年，廣西沿海發生特大風浪潮，

合浦縣398公里海堤被海浪沖垮294公里，但

在堤壩外分佈有紅樹林的地方，海堤就少有

衝垮。2004年印度洋海嘯，印度瑟納爾索普

漁村也因為茂密的紅樹林，躲過了海嘯的襲

擊。

然而，過去幾十年，全球紅樹林破壞嚴

重。在人類活動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下，

全世界範圍內的紅樹林生態系統正面臨著面

積減少、生態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等

嚴重問題。

據GMA公佈的數據，在2016年以前的20

年間，全球紅樹林的淨損失約為4.3%。截至

目前，全球35%的紅樹林已經消失，並且還

在以每年1%～2%的速度減少。而2000年以

來，損失的紅樹林有超過60%歸因于人類活

動的影響。

中國也不例外。由于經濟社會發展、圍

填海、水產養殖、基礎設施建設、不合理的

開發，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等原因，中國紅樹

林面積一度急劇下降，到2000年喪失了超過

一半的紅樹林。

《中國濕地百科全書》的資料顯示，20

世紀50年代初中國有近5萬公頃紅樹林。但

2001年全國紅樹資源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紅

樹林面積約2.25萬公頃，只佔世界紅樹林濕

地總面積的1.3。

作為《濕地公約》締約方，中國政府

近年來愈加重視紅樹林的保護和恢復，不斷

加大紅樹林保護力度，在全球包括紅樹林在

內的濕地面積，都在面臨退化或減少的趨勢

下，中國紅樹林面積不降反增，成為世界上

少數紅樹林面積增長的國家之一。

2020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

顯示，以2019年12月31日為標準時點，中國

紅樹林面積2.71萬公頃。

這一數字相較2001年的2.25萬公頃，增

加了將近5000公頃。

同年，中國印發的《紅樹林保護修復專

項行動計劃(2020-2025年)》（下稱《行動計

劃》），明確提出「對紅樹林生態系統實施

整體保護」，到2025年營造和修復紅樹林1.88

萬公頃。

除印發前述《行動計劃》外，中國還創

建了紅樹林保護與修復國家創新聯盟，成立

了紅樹林監測評估中心。

王文卿說，雖然目前為止中國紅樹林總

面積約佔全球2□，但中國在紅樹林保護和

研究領域「全球領先」。據他介紹，全球發

表紅樹林SCI論文最多的5家單位有 4 家在中

國。

他告訴，2015年，世界自然與保護聯盟

紅樹林特別專家組(IUCN-MSG)第三屆年會在

廈門大學召開，當時與會國際專家就提出，

中國應該在全球的紅樹林研究、保護與管理

中發揮領導的作用。

分析認為，隨著「國際紅樹林中心」的

落地，中國在紅樹林保護和修復上積累的經

驗和方法，可以幫助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紅

樹林保護上少走彎路，也有利于中國參與全

球治理能力的提升。

王文卿說，近年來中國在紅樹林修復的

種植技術上積累了豐富理論和經驗，並形成

了十幾項相關標準。他注意到，灘涂造林、

少數幾個樹種的大面積種植等教訓，在東南

亞一些國家仍在發生，因此中國的經驗值得

推廣。

以斯里蘭卡為例，該國希望能夠修復紅

樹林濕地，但是因為種植了錯誤的樹種無法

存活，在23個紅樹林修復項目中，有將近一

半都失敗了。「國際紅樹林中心」的建設相

信有助于避免類似的發生。

仍面臨諸多挑戰
截至目前，中國超過75%的天然紅樹林

被納入保護地範圍，遠遠超過42%的世界平

均水平，中國紅樹林面積過去20年間增長超

過23%。

但中國紅樹林保護仍面臨著總面積偏

小、生境退化、生物多樣性降低、外來生物

入侵等問題。此外，區域整體保護協調不

夠，保護和監管能力也相對薄弱。

據王文卿介紹，紅樹林所處的位置在

海陸交界的地方，生態學上叫作生態交錯

區，本身對環境變化特別敏感，而且也比較

脆弱，「位置就決定了它的敏感性和脆弱

性」。同時，現在全球氣候變化，加上人類

活動，尤其是海岸線的人口密度特別高，給

紅樹林的保護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

由王文卿、廖寶文等撰寫的《中國紅樹

林濕地保護與恢復戰略研究報告》指出，近 

90%的紅樹林位于人造海堤外側，海堤建設

是中國紅樹植物種類多樣性喪失和群落結構

逆向演替的最重要原因。

報告認為，由于堤前紅樹林對海平面

上升的影響最為敏感，海堤的存在將在很大

程度上削弱中國紅樹林對海平面上升的抵抗

力。

王文卿說，目前我國絕大部分的紅樹林

靠陸地一側是海堤，紅樹林和陸地生態系統

之間自然聯繫被割裂，導致了它對于那種海

平面上升、風暴潮等特別敏感，「海平面上

升的情況下，紅樹林後退的空間沒有了」。

圍塘養殖是全球紅樹林面積減少的最

主要原因，在中國也是如此。研究顯示，全

球50%以上的紅樹林面積下降是由于圍塘養

殖。在中國，自1980年至2000年被佔用的紅

樹林面積將近1.3萬公頃，其中圍塘養殖就佔

了97.6%。

王文卿表示，中國沿海養殖業比較發

達，包括魚塘養殖、灘涂養殖，在發揮養殖

作用的同時，對紅樹林也造成很大影響，甚

至經常導致大面積紅樹林死亡，「主要的問

題是養殖排污，現在還沒有很好地解決」。

前述《行動計劃》提出，推進紅樹林自

然保護地建設，逐步完成自然保護地內的養

殖塘等開發性、生產性建設活動的清退，恢

復紅樹林自然保護地生態功能。據不完全統

計，2018年全國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和濕地公

園內的魚塘總面積近1萬公頃，超過中國現有

紅樹林面積的1/3。

想要實現退塘還林和還濕並不容易。有

分析指出，由于需要的補貼金額巨大，地方

財政難以承擔，退塘執行艱難。與此同時，

目前對紅樹林嚴格保護、不鼓勵利用的態

度，也讓很多生活在紅樹林區的居民對保護

政策態度消極。

在廖寶文看來，紅樹林保護還需要「打

通最後一公里」。他說，在退塘還林和還濕

上，國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勵政策，

但因為需要巨額補貼資金，而且涉及當地依

靠養殖謀生居民的生計問題，在一些地方推

進並不順利。

王文卿則坦言，目前中國紅樹林保護的

主旋律是保護修復，但在可持續利用上仍顯

不足。他舉例說，「紅樹林有旅遊價值，但

目前紅樹林旅遊存在同質化問題。」

在不少專家看來，目前中國紅樹林利用

形式較為單一，一些具有重要生態功能和生

態價值的利用方式仍有待開發。王文卿說，

紅樹林具有很重要的經濟價值，各種水產資

源特別豐富，但目前在可持續利用方面做得

並不充分，還沒有把紅樹林的各種價值充分

發揮出來。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紅樹林還面臨其

他方面的威脅。

王文卿說，包括入侵植物互花米草、

原生的魚籐等，對紅樹林造成了比較大的威

脅；而受氣候變化、環境變化影響，病蟲害

也有逐年加重的趨勢。

深圳市福田區紅樹林生態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