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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乐园与最后的梦乡

宇宙运转不息，太阳再次到达黄经 240°，小雪节气如期到来，古老的大地之上，寒风呼

号，阴阳不交，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冬。

手握 2017 年最后一期杂志的样稿，在这个万物萧条的寒冷节点，我们欣喜于即将奉献的

一个温暖而活力盎然的话题——社区保护地。

或许这个语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有些陌生和偏知识化。

“包括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通过习惯法或其它有效途径，由

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自愿保护的自然的或人工改造的生态系统。”这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定义。

从字面上看，这个由社区基于传统习俗或习惯法自愿管理的社区保护地遍布全球各种类

型的生态系统和文化形态，有点过于理性和冷冰的感觉。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

一个时时摩挲的故园山水，它可能是一个又一个富有乡土生命和神灵气息的熟悉语词，其实

那就是一个个鲜活而实在的社区保护地：“他们与周遭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

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生产、生活、传统知识、精神需求、文化习俗都与这些自然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交织在一起。”

社区保护地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清洁的水源，防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满足人类精神

需求或宗教信仰，抵御外界的威胁，保存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自治，基于社区传统的风俗、

文化、规则等习惯法来治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充分采纳了地方社区、妇女、原住民和

脆弱群体的意见。

我们的祖先和邻里共同构建的星罗棋布的充满自然和社会智慧的人类乐园和庇护之所，

恐怕是地球上最古老也最有生命活力的保护模式。

在现代化大潮裹挟下，资源开发、土地侵占、被强行并入保护区、气候变化、乡土知识破坏、

文化传承断裂、内部治理机制丧失……社区保护地正面临着致命威胁。

199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UNDP GEF SGP）成立，致力于支

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在地行动。

UNDP GEF SGP 中国项目自 2009 年以来，在云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地先后支

持了 21 个社区保护地。这些社区保护地都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

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保护着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让这种最古老的保护地在地球上焕发长久的青春，确保原住民和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权利，可以有效地对抗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期望《中国周刊》本期“社

区保护地”专题报道，能够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微观借鉴，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所影响，

对社区民众提供具有保护价值的认同。

在我们绝望、欢欣、回忆和梦想的时空之中，社区保护地都是葱绿婆娑、富有活力的回

望坐标，有如祖先温存的手掌，时刻呵护和抚慰着我们的梦乡，照耀我们回归故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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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independent.co.uk/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5日

中文翻译：《独立报》

网址：
http://www.fastcompany.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2日

中文翻译：《快公司》

加拿大和法国科学家联合在《地球生物（Geobios）》期刊上发表文章，

称其在匈牙利鲁多巴尼奥镇（Rudabanya）发现一组约 1000 万年前的熊猫牙齿

化石。他们通过对比各种熊类牙齿后发现，这种熊类虽然不是现代大熊猫的

直系祖先，但很可能是现代大熊猫祖先近亲，且比在中国云南禄丰发现的“始

熊猫”的化石早 200 万年，因此认为匈牙利的发现或可佐证大熊猫起源于欧洲。

《New Scientist》

三名中国科学家成功地从芥菜中提取了基因并成功地将其融入西红柿基

因。普通的西红柿中已经具有诸如维生素 E 和番茄红素的抗氧化成分，这些

成分对心脏和皮肤有着出色的保护作用。此次基因工程实验成功后可以将西

红柿中的维生素 E 含量提高 500%，番茄红素的含量同样被提升了一倍。研究

人员表示，改良之后西红柿的提取物可以成为抗衰老面膜或防晒霜的成分。

《Newsweek》

网址：
http://www.newsweek.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7日

中文翻译：《新闻周刊》

今年黑色星期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展开，各大实体零售商和网络电商在此

之前已经蓄势待发。与往年相比，今年电商的市场占有率将受到冲击。一份美

国的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表示会去实体店购物，只有 47% 的受访者

支持网上购物。这比去年同期 55% 的网上购物比重有了明显的下降。受访者表

示和亲朋好友一起上街购物是他们今年的选择，这比在电脑前购物更有趣。

《Fast Company》

一家英国公司计划在墨西哥新建一个人造珊瑚礁，珊瑚礁的成分是石灰岩，

这里的人造珊瑚礁是由一个叫做 CCell 的系统制作的。CCell 通过电解放置在海底的

金属网，运用通电的活塞带动桨叶形成电流，吸引海水中的矿物质，并将这些矿

物质吸附在钢制的网上来制造石灰岩。这些人造珊瑚礁用来充当防波堤保护岛屿

免受侵蚀。这个珊瑚礁每年可以累积500吨石灰石，比原始防波堤更便宜，且可持续。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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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time.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26日

中文翻译：《时代》周刊

《The Independent》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朝鲜与伊朗、苏丹和叙利亚一起列

为恐怖主义国家。近日，朝鲜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警告说特朗

普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挑衅行为，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暴力侵犯，

这只会让朝鲜更加致力于保留其核武器库。朝鲜国家媒体 KCNA

指责美国企图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试图摧毁朝鲜的意识形态和

制度。

网址：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25日

中文翻译：《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英国最新的统计显示，34% 的公民表示希望特丽莎·梅继

续担任首相一职，比上个月的支持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而她

的最大竞争对手杰里米·柯比的支持率则由之前的 37% 下降到

35%，民意支持率层面的优势正在减小，党派支持率方面没有太

大变化，杰里米领导的工党以 43% 的支持率领先特丽莎保守党

的 40%。上个月在经历了两个内阁成员辞职，糟糕的党内会议

演讲和继续推迟的脱欧谈判之后，梅的政治前景被普遍不看好，

然而 37% 英国民众表示目前并不确定有人能比她更好。

网址：
https://www.thetimes.co.uk/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9日

中文翻译：《泰晤士报》

《The Times》

今年索契峰会由俄罗斯承办，邀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叙

利亚总统阿萨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伊朗总统鲁哈尼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叙利亚的军事问题。

普京政府一直以来对叙利亚政府在军事问题上表示支持，这与

土耳其和美国的立场不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希望普京能帮助

政府军制裁叛乱，但受制于美国和众多西方国家的立场，普京

对叙利亚的支持程度一直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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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theguardian.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0月 27日

中文翻译：《卫报》

《The Guardian》

意大利 33 岁男子瓦伦蒂诺·塔里托（Valentino Talluto），于

2006年被确诊是HIV阳性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之后他便使用网名，

在社交网络和交友网站上寻找并结识女性。因在过去10年时间里，

他故意与多名女性发生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并感染了其中 32

名女性，被法院判处入狱 24 年。警方认为，10 年间，塔里托至

少与 53 名女性发生性关系，并将病毒传染给其中 32 名女性。在

与塔里托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中，有 3 名女性的男性伴侣也遭到感

染，另有一名女性所生下的 8 个月大婴儿被证实也染上了 HIV。

网址：
https://www.newscientist.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25日

中文翻译：《新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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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s://www.dailymail.co.uk/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7日

中文翻译：《每日邮报》

《Daily Mail》

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维罗宣布，日前他与中国哈尔

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团队合作，经过 18 个小时，成功将一具

尸体的头和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及神经接驳，这是世界第一

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而在此手术之前，团队已经成功为老

鼠及猴子移植头部。塞尔焦称，该手术是医疗的科研探索，而并

非致力于延长生命。任晓平强调，这次完成的是一例人类头移植

外科手术模型，只是一次医学实验，但也是一次重要突破。

网址：
https://nikkan-spa.jp/

出刊时间：
2017年 10月 28日

中文翻译：《日刊SPA!》

《日刊SPA!》

警方在 27 岁的白石隆浩的寓所中发现 7 个携带式冷藏箱，

里面装有 9 个人的尸骨。从头部特征判断，死者为 8 名女性和 1

名男性。冷藏箱里存放的2颗人头中，1颗疑似是失踪女子的头部。

目前日本警方正在加紧确认受害者身份，仔细调查 9 名被害人的

遇害经过。其中一名受害女子失踪前，曾发推特称“想找人跟我

一起自杀”。犯罪心理学专家、东京未来大学教授出口保行表示，

可以基本断定，此案嫌疑人对于杀人有着异常的兴趣。杂志对社

交网站该如何防止自杀的问题进行探讨，介绍了一些国际社交网

站的防自杀对策，并刊登了“东京预防自杀中心”等援助机构的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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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Times》

迪士尼动画大师、皮克斯联合创始人，董事兼执行制片人约

翰·拉斯特（John Lasseter）被多名迪士尼员工匿名向媒体提供了

线索，称其对公司女员工有着长期的性骚扰行为。近日，他表示

经过一系列“痛苦”的谈话后，他将休假 6 个月，暂停迪士尼和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首席创意官的工作。且在此之前，217 名动画

专业人员签署了一封致电影电视工作室的信，谴责他们所谓的性

别歧视普遍存在的问题——女性在该行业内普遍受到歧视和精神

暴力。

《The Washington Times》

美国近年来频发性骚扰指控事件。特朗普在 2016 年被多次

指控有不当性行为。他曾被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对一名女子

进行性骚扰，并试图强奸该女子。后来又遭到成人电影女星德瑞

克的性骚扰指控，同年 10 月，特朗普早前与《通往好莱坞》节

目主持人比利·布什 (Billy Bush) 对于女性的低俗言论录音被疯传。

但特朗普本人否认一切指控。近日又有女性站出来指控他的性骚

扰，目前已确认有 13 人公开表示特朗普以某种方式不适当地触

及了她们，并提供了证人。

网址：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22日

中文翻译：《华盛顿时报》 南极洲并不总是冰天雪地，数百万年前这片大陆是被称作冈瓦纳的南半球大

陆的一部分，树木曾在这片大陆上大面积生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表示，南极出土的植物化石显示，南极保存着一个大约四亿年前的极地生物群落。

据推测，这些植物可能是随着两亿五千二百多年前的大灭绝消失的，那次大灭绝

以火山大面积喷发为开始，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导致了地球上 95% 的生物灭绝。

《Scientific American》

生活在苏门答腊岛的红毛猩猩被定义成一个新的物种，然而这一新物种

正面临灭绝的危险。已知的红毛猩猩仅有 800 只，全部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西部的巴塘彻森林，红毛猩猩与其它猩猩不同，他们的头较小，面部

较平，毛发更茂密。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灵长类动物专家小组最近建议将这

180 年来首例猿类新物种列为濒危保护动物，这一提议预计将在 12 月通过。

《Nature》

一个巨大的海牛骨架在俄罗斯科曼多斯基自然保护区的海滩上被发现，经鉴

定这个骨架属于已经灭绝的远古海牛。这个重量超过 10 吨的骨架包括 45 个椎骨，

27 个肋骨和一个完整的左肩胛骨，唯一的遗憾是动物的头骨并没有找到。这是人

类发现的完整度最高的古代海牛骨架。研究人员正在继续挖掘附近地区并希望能

找到这个骨架的头部。

《National Geographic》

网址：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中文翻译：《国家地理》

今年十一月，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读数达到最高，其中

一台显示器的数字为 969。该国政界人士将车辆排放量列入前三名。但新德里电视

网的德里总编辑 Siddharth Patankar 认为车辆与这个问题无关，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施

工产生的大量沙尘暴，发茬（北方农民下个季节放火烧田），生物质燃烧，政府同

意让某些行业继续使用石油焦（燃烧时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多 10％）。

《Forbes》

网址：
http://www.forbes.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20日

中文翻译：《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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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中文翻译：《科学美国人》

网址：
http://www.natureasia.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3日

中文翻译：《自然》

网址：
http://www.latimes.com

出刊时间：
2017年 11月 15日

中文翻译：《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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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里的生命 
生息在地球三极
文/郭广林 摄影 /顾莹

帝企鹅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企鹅，也是唯一在冬季繁

殖的企鹅。雌性帝企鹅产下一枚卵，然后就去捕食了，

雄性帝企鹅会负责卵的孵化。由于孵化和育雏的时间

恰逢南极最寒冷的时期，所以帝企鹅父母对卵和幼雏

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我在南极拍摄的时候遇到了连

续的暴风雪。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的飞机不能起飞，

这让我捕捉到了很难见到的帝企鹅在暴风雪中的画

面。在这张照片中，两只成年帝企鹅慢慢地靠近对方，

就像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小企鹅一样。摄于南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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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纽约街头，刘翘翘从

容、自信，笑容中充满着阳

光的气息，让人们感受到一

个新时代新青年的朝气蓬勃

与永不言败的精神。

我连续在帝企鹅繁殖地拍

摄了18天，用慢门来拍摄，

可以清晰地看到，帝企鹅

聚集在一起，抵御南极的

风雪严寒。摄于南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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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当 地 时 间 11 月 16 日 晚， 在 位

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

馆——就是那个曾拍摄过好莱坞大片《博

物馆奇妙夜》其中一部、具有上亿藏品的

博物馆里的颁奖现场，中国野生生物摄影

师顾莹，从“世界最佳自然摄影”大赛主

席 Stephen Freligh 先生手里，接过了 2017

年度“伟兰•史密斯•莱斯年度大奖”，

以及“高度荣誉奖”两个奖项。她不仅是

今年获此殊荣唯一的中国摄影师，也是在

所有获奖摄影师中唯一获得两个奖项的摄

影师。

在这之前的二十几天中，顾莹利用青

海可可西里保护区工作人员巡山的机会，

跟随他们在无人区进行了十几天的拍摄。

在无人区没水洗漱，甚至连刷牙都免了。

强烈的紫外线把脸颊晒得像抹了浓浓的胭

脂，干燥的空气加之不停地操纵各类器材，

胼手胝足，两个拇指都有皲裂，成就了诸

多素材。当依依不舍离开可可西里时，顾

莹在微信里引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我

的心呀在高原……”。

最早，顾莹拍摄动物也如大家一样追

求动物“美妙”的一瞬，当她发现这种“美”

有时是以牺牲动物正常生存为代价时，便

引起了她对动物摄影的思考。经启发和自

己的理解，她认为野生动物摄影要以真实、

科学、审美为原则。顾莹凭着这样的原则

和她的知性，成就了“角落里的生命”这

一组具有启发性的野生动物摄影作品。

在成百上千只帝企鹅中，我突然发现了它，静静地睡着，

一动不动，它的喙上挂着一根从它嘴中流出的液体凝

结成的冰柱。我悄悄地爬着过去，生怕把它惊醒，拍

下了这张图片，我想它一定很累并且睡了很久。在南

极的极寒天气中，帝企鹅顽强地生存着。摄于南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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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apusk 的一次拍摄中，我看到了

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从洞穴里出来。它们

踏上了返回栖息地的旅程，不得不经受

风寒和饥饿的折磨。随着今天的全球变

暖，北极熊栖息地的冰面逐渐减少，生

存环境变得恶劣。摄于加拿大马尼托巴

湖Wapusk 国家公园。

近几十年人类社会的发展

突飞猛进，人类对自然的干预

无论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

的，人类削平山脉、改变河流、

填海造田，随着能源的消耗极

端天气越加频繁，所以有人断

言“人类纪”的开始。早期茹

毛饮血的人类是依靠野生动植

物得以生存延续，人与动植物

本是生物共同体的关系，如果

说过去人类与自然是一种合作

关系，当今的高速发展，让人

类对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像一个

掠夺者。自然栖息地不停地被

蚕食，动物生存的环境越来越

恶劣，如此《角落里的生命——

生息在地球三极》俨然承担了

为动物的代言与呐喊。

《角落里的生命》包括的

三种动物，它们代表不同地域、

不同科属的动物：陆生肉食动

物北极熊、南极游禽帝企鹅、

高原草食动物藏羚羊；它们的

生存空间尽管都不适宜人类居

住，但同样受到人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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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熊作为陆生最大型肉食性动

物之一，随着北极冰盖面积持续缩小，

它们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小。顾莹拍摄

的那些在风雪中跋涉的北极熊的影像，

恰似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这种感觉

但愿不是影像谶语。但愿北极的冰川

不会消失，但愿在海中游弋的北极熊

随时能找到一块栖息的浮冰。

帝企鹅是唯一在严冬深入南极内

陆进行繁育的企鹅，以往那些帝企鹅

的影像给人相当的错觉，以为极寒的

南极对帝企鹅来说就是天堂。直至看

到顾莹所拍到的帝企鹅画面，才发现

它们在南极的生存也是如此艰难，尤

其那只倒毙在暴风雪中的幼崽，它幼

小的身躯俨然一座墓碑。

如果把《角落里的生命》中北极

熊与帝企鹅看作是纯粹的野生动物摄

影，那么藏羚羊这组图片俨然超越了

野生动物摄影。在那片高海拔、高寒、

空气稀薄的荒原上，因为不适宜人类

居住，成就了它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但是随着发展，荒原被一条横亘的公

路切断，随之而来是铁路，还有遍布

路旁的高压输电线，尤其喧嚣的公路

上，不时上演藏羚羊的生死时速。与

其说这是反映记录野生藏羚羊的影像，

不如说它阐述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

间的矛盾。

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面积减少，北

极熊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在未来很可能灭绝。

摄于加拿大马尼托巴湖Wapusk 国家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