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沈尤带人去理县上孟乡观
鸟，发现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上山
挖草药，“过量挖草药会破坏环境，他们
在山上还可能会打一些野生动物、鸟类，
这就会影响整个生态环境。”沈尤说，随
着观鸟、观花以及其他多种旅游的人多
了以后，当地上山挖草药的人就开始变
少了，一部分人转而开农家乐、开旅馆，
为旅游人群提供服务。这就释放了环境
压力，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形态，

“这就是绿色消费选择对当地环境、当地
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变。”

在沈尤看来，观鸟最终要产业化，才

能更加系统性地解决传统生产与生活方
式所带来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观鸟这
一生态旅游，是自然生态及其伴生的文
化，满足人们精确消费、深度体验的需
求，并通过专业服务，产生环境、社会、经
济三重效益的旅游活动。”

沈尤告诉记者，在美国，每年有近
5000万人参与观鸟，因其集生态、运动、
文化教育、审美等功能于一体，产值逾千
亿美元。“四川的自然资源本底非常好，
鸟类资源十分丰富，如能重视观鸟产业，
不仅在生态建设上意义非凡，亦蕴含着
逾千亿元的产业价值。”

沈尤还有一个目标，在四川影响并
培养100万名爱鸟人。沈尤告诉记者，他
们进入几十所小学校，编发了《自然讲
解员手册》、举办观鸟活动、开展鸟类
科普。“同时，我们还举办观鸟赛、观鸟
节，展示成都鸟类的多样性，吸引大家
对鸟的兴趣。”沈尤说，“观鸟人越多，
对鸟类及其栖息环境了解得越多，懂
得越多，也会更加善待大自然。同时，
观鸟群体的壮大，也将推动观鸟经济
的发展，这是一条既保护环境又发展
经济的道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大力推动发展的好处：“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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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上午还在
雅安参加观鸟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的会议，今日
又将出发前往崇州西山
“追”猛禽，这就是沈尤周
末两天的行程安排。

■ 沈尤，成都观鸟会
理事长、四川旅游学院生
态旅游研究所所长、IUCN
世界保护地委员会（WC-
PA）委员。自2003年开始
接触鸟类，他观鸟、识鸟、
爱鸟、护鸟，再到保护鸟类
栖息环境、为生态保护奔
走，近20年来，他将爱好
变成了工作，终日与鸟类
相伴。

■“观鸟乐趣太多
了，看到罕见的鸟类，会觉
得很惊喜。通过观鸟这种
活动，让我置身于自然，非
常放松。”说起自己喜爱的
鸟儿，沈尤平稳的语气中
带有一丝雀跃，“观鸟行为
还能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
良性循环，发展观鸟产业
也能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所以说，观鸟，不仅在于
‘观’，还在于研究、保护和
发展。”

“赏心悦目，又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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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沈尤
就热衷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前后前往
邛崃、都江堰、若尔盖等地做社会调查。
沈尤告诉记者，去若尔盖进行畜牧业与
草地沙化调查后，他接触到大量野生动
物，而后他了解到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网站上有一个“观鸟专区”，聚集着国内
早期众多观鸟爱好者，他深受感染，很
快便融入其中。“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契
机或者时间点让我爱上观鸟，而是在与
自然的接触中，慢慢开始从事这项爱好
与事业。在我看来，观鸟，是赏心悦目又

有研究价值的一项活动。”
大学毕业后，沈尤继续致力于自

然生态保护事业。2004年，他参与创办
成都观鸟会。多年来，沈尤在鸟类及其
栖息地调查与研究、自然教育与生态
文明传播、环境政策研究与立法建议、
观鸟产业推动等方面参与了大量的项
目活动。

说起鸟友们与鸟的故事，沈尤笑
着说“那可太多了”。2007年，他和中国
台湾的几名鸟友一起去阿坝州观鸟，
回来后又去到成都植物园，看到了寿

带正在孵蛋。“这是比较难见到的，他
们嘱咐我盯住这只寿带，等它孵化完
成要离巢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打电
话，他们要专程从台湾飞到四川来，见
证这一刻。”

为研究黑颈鹤，沈尤前后花了十年，
在四川、云南、西藏等地，记录黑颈鹤求
偶、交配、产卵、孵蛋，到幼鹤长大，跟着
成年鹤开始学飞行，再到迁徙、越冬等所
有的资料和画面。“这既能满足我自己对
于黑颈鹤的求知需求，也有利于对于这
一物种的研究。”

除了获得观赏乐趣，观鸟还有益于
保护当地环境。

“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如果一个地
方生态环境能满足鸟儿们栖息的要求，
鸟类就会来这里栖息。”沈尤表示，在多
年的观鸟历程中，他感受到随着绿地、湿
地面积的增加，成都生态环境渐趋稳，为
野生鸟类提供了较为友好的栖息环境。
从数据上看，成都被记录到的鸟类种类

从以前的300多、400多种，增加到如今的
500余种，种类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成都在生态环境的
提升，包括绿地率、湿地率的增加，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观鸟的乐趣，在于看到罕见鸟类、场
景，在于记录、研究，还在于对城市环境
改变的见证。沈尤告诉记者，有一名喜欢
观鸟的成都小学生，建议在锦江设置一

些岛屿，为鸟儿提供栖息平台。“相关部
门正在协商、讨论这件事的可能性。这其
实就是观鸟活动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带
来的作用。”

此外，在乡野的观鸟活动还能促进
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改变当地群众的观念。我们
是去观鸟，会产生一些消费，他们由此受
益，就不会再去砍树、打鸟。”

更多鸟类栖息成都，说明生态环境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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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污水处理厂正式通水
运营，这也是西南地区首个
最大全地埋式生物制药污
水处理厂。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120
亩，总建筑面积4.2万m2，设
计污水处理规模为土建5.0
万m3/d，处理设备、湿地2.5
万m3/d建设。

该污水厂除了满足生
物城“十四五”期间污水处
理需求，还是集生态湿地、
景观于一体的综合体，通过
在地面设置湿地公园，与周
边环境有机结合，打造“将
城市建在森林里，将污水处
理藏在花园下”的环境友好
型污水处理厂。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污水处理厂还首次运用了
市政环保管网非开挖修复
技术，不同于传统开挖管道
人 工 检 测 ，只 需 一 台 长
80cm、宽20cm的“检修模型
机器人”开入城市地下管
道，就能自动“检测问诊”、
完成“手术修复”，确保市政

管网这条“核心血管”畅通
无阻。

除了打通“核心血管”，
项目还对污染治理进行“排
兵布阵”，地上地下同步全
面升级污水治理能力。针对
生物医药企业生产废水可
生化性弱、成分复杂等特
点，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多
次邀请生态环境、水处理行
业专家论证污水厂工艺可
行性，最终确定采用“收集
预处理—水解酸化—改良
A2/O-MBR膜池—臭氧催
化氧化池—人工湿地—消
毒”的处理工艺，出水主要标
准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Ⅲ类
水标准，为国内领先水平。

地上部分的湿地，除了
深度处理和景观功能外，采
用了海绵城市技术，在适应
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
等 方 面 具 有 良 好 的“ 弹
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
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
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有
效解决雨水污染、城市内涝
等问题。 （蓉城政事）

成都这个公园
地下藏着一座污水处理厂

日本：一个矿泉水瓶
分属三类垃圾

在日本，垃圾分类是道
“计算题”。在指定的时间地
点正确投放垃圾，需要十分
细心。政府发放的垃圾分类
指南介绍了100多种常见物
品的垃圾分类说明，还写明
了每类垃圾的丢弃时间。在
一些地区，厨余垃圾只有周
二和周五上午7时至9时之间
可以丢弃，报纸、酒瓶、易拉
罐等可回收垃圾只可在每
周四早上7时至9时之间丢
弃，不可燃烧垃圾只可在每
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的早
上7时至9时之间丢弃。垃圾
丢弃的地点也有统一规定。

日本各地的垃圾分类
几乎达到了“极致”标准。例
如，即使是一个矿泉水瓶，
瓶盖、瓶体、包装膜分属三类
垃圾，必须分别丢弃。对不按
正确时间、地点和分类进行
垃圾投放的行为，根据日本

《废弃物处理法》，乱丢弃行
为最多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1
元人民币约合15.1日元）。

对于旧家电和家具等
大件物品，居民必须先给自
己所在地区政府的相关处理
中心打电话，确认回收日期
和处理费用。然后，居民到地
区政府指定的营业点购买相
应额度的垃圾处理券，并在
处理券上写明相关信息。最
后，才能在指定日期丢弃贴
上处理券的大型垃圾。

几十年来，日本各地坚
持从娃娃抓起，对全民进行
垃圾分类教育。在开始垃圾
分类之初，日本各地公共场
所、大型活动场地的工作人
员就坚持呼吁人们把垃圾
带回家处理。在不少新建公
寓里，厨房洗菜池的下水道
配置了粉碎机，瓜果皮、蔬
菜叶可直接扔进洗菜池，经
下水道粉碎后排放。此举为
很多夏天苦于厨余垃圾处

理的人们提供了便利。

比利时：垃圾分类教育
是门“必修课”

比利时从1992年起开
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经过
近30年的实践，超过90%的
比利时家庭能做到严格执
行垃圾分类。

在比利时各地，垃圾分
类教育是人们的“必修课”。政
府通过发放指导手册、举办知
识讲座、组织实地观摩垃圾处
理厂等方式，让人们学习并
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在布鲁塞尔，每个家庭
都常备红、黄、蓝、绿、白等
几种颜色的垃圾袋。黄色袋
子用来装书报、纸质包装等
垃圾；蓝色袋子装塑料瓶、
金属包装罐和饮料盒；绿色
袋子装枯枝、落叶等园林垃
圾；白色袋子可用来装厨余
垃圾和不可回收物。红色袋
子是布鲁塞尔市在2017年
推出的“新种类”，专门用于
装厨余垃圾。

布鲁塞尔各社区都设
有统一的各类回收箱。家用
玻璃瓶分为透明和有色两
类，在玻璃瓶回收箱里分别
丢弃；炸制食品剩余的油需
要放在塑料瓶中，丢到油污
收集箱；旧衣服和玩具等整
理后，放入旧衣回收箱。在超
市还设有电池回收箱和滤水
芯回收箱等。不同垃圾收集
的时间和频次由各地市政厅
决定。在居民生活街区，每周
回收两次白色和红色垃圾
袋，蓝色、绿色、黄色的垃圾
袋则是每周回收一次。

如果发现有人没有按
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人员会在垃圾袋上贴拒收
标志作为警告，让居民重新
进行分类。如不改正，根据
垃圾的体积、是否多次违反
规定等因素，居民将面临
60—600欧元（1欧元约合8
元人民币）不等的罚款。

（人民日报）

国外垃圾分类有啥小妙招？

3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居民所反映
的道路发现，该道路位于恋日家园G区与
白鹤综合贸易市场之间，目前已经铺上草
油，从路面状况可以看出刚铺设不久。在
道路一侧，便是白鹤综合贸易市场，早晨
不时有行人和车辆从该道路经过，经过时
并不会引起扬尘。

“现在变化很大，比以前好很多了。”
正打算前往市场购物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这里一直是泥巴路，平时过往的行人
和车辆较多。在晴天，特别是车辆经过时，
扬起的灰尘很大，经过时往往“灰头土
脸”。“现在道路硬化后，以前‘晴天灰雨天
泥’的情况有了改变。”

“小区居民反映的道路，原属于乡村
小道，是附近小区居民经常过往、买菜的
方便之路。”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接到居民的反馈
后，8月30日上午，大面街道便组织施工队
员进入该路段，对路面进行硬化处置，在
该路段铺上了两层草油。与此同时，为最
大限度解决道路扬尘污染问题，大面街道
还针对该路段进一步增派环卫力量，对路
面积尘进行全面清扫保洁、洒水降尘，并

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监管。
除了道路翻新外，周边环境也迎来了

新变化。“前期，我们在进行走访时，也发
现了该区域不仅有着道路问题，还有其他
问题的存在。”记者通过走访周边居民了
解到，由于白鹤综合贸易市场3号门外一
度被游商小贩所“霸占”，加之相邻的成华
区保和街道还有几家废品收购点，环境

“脏乱差”、收购拆卸分拣运输过程中噪声
扰民也成为恋日家园G区、丽阳嘉园小区
居民的烦心事。

据介绍，接到群众反映后，大面街道
立即组织城管执法人员对白鹤综合贸易
市场3号门外的流动商贩进行劝离，对市
场外占道经营商家使用喇叭叫卖行为进
行制止。同时，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监管
力度，采取延长监管时间，明确由每日9：
00~17：00进行巡查，调整为每日7：00~20：
00进行巡查。针对废品收购点问题，大面
街道积极与临近属地区县、街道沟通协
调，目前两家废品收购点已经关停。“现在
不仅道路通行条件变好了，从小区到菜
市，一路上环境秩序也好了很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污水处理厂位于公园下方

地面部分为湿地公园

买菜路上“晴天灰雨天泥”？街道办回复：

道路已硬化，周边环境同步整治
“洪河北路569号恋日家园G区背后未硬化的道路上，车辆经过

时扬尘污染严重。”日前，居住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恋日家园周
边的居民反映，在去往菜市的路上，有一条道路未硬化，晴天车辆经过
时常常尘土飞扬，而到了雨天，往往又是踏泥趟水，出行困难。

居民反映情况是否属实？是否进行整改？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督察进行时

一个“追”鸟人的18年观察：
越来越多鸟类栖息成都

成都被记录到的鸟类种类从以前的三、四百种，增加到如今的500余种 摄影 于遵素沈尤在野外工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道路正在进行硬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