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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猿苑版窑说爱

浪漫一箩筐

缘岁袁 我偷拿家里的糖果给她

吃遥 那时袁二堂姐在城里的食品厂上

班袁 每次回来都会拿一包糖果给我

家遥 她吃了糖后袁将糖果纸夹在小人

书里遥她说院野等我长大了袁翻这本书袁

就会记得你对我好过浴 冶为了能让她

将来记得我对她的好是很多很多的袁

我拿了二堂姐的一沓没包过糖果的

包装纸给她遥她好长时间都不再理我

噎 噎

猿愿版窑风向

聪明垃圾桶

这款智能垃圾桶可以通过超声

波感应器袁根据使用者将要投掷的垃

圾大小袁打开相应大小的开口袁避免

过多异味散发出去遥而垃圾桶内部的

红外线感应器还能检测垃圾桶肚子
里的垃圾收纳程度袁让垃圾桶显示出

不同深度的颜色袁提醒使用者该清理

垃圾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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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辕图 青气球

一个太极符号表示 野另类保健

法冶袁音符表示野有音乐的处所冶袁狗表

示野遛狗区冶袁一串星星表示野观星点冶

噎 噎 所谓绿地图渊郧则藻藻灶酝葬责冤袁也叫

绿色生活地图袁简单来说袁就是在地

图上袁将生活周围有关自然尧人文尧环

保的景点袁以国际通用的图示穴陨糟燥灶雪标

示出来袁以促进公民参与迈向地方可
持续发展的地图遥

自 世 界 上 第 一 份 绿 地 图 于

员怨怨圆年在美国诞生后袁绿地图的概念就开始在全世

界流行开来袁 迅速成为蔚为风潮的国际性环保活

动遥 传统概念的地图制作多不是民间行为袁讲究精

确的方位尧地理尧道路等标示遥 而绿地图则是由来自

当地的志愿者共同协作完成的袁 包括社区居民尧学

校里的学生和教师尧环保志愿者尧自行车团体尧热心

地方文化传承的人等等遥 这些民间代表汇集在一

起袁共同创造出的绿地图也能够较好地代表当地真

实的生活与生态图景遥 因此每一份
地图都是独一无二袁 充满了城市原

生态的风韵风情遥

此次袁叶尚城周刊曳经中国红树林

保育联盟授权袁独家首次发布三份绿

地图袁包括厦门鼓浪屿绿地图尧福建

省云霄县漳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绿地图和厦门仙阁社区绿地图袁并同

时发布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对厦门

鼓浪屿及厦门仙阁社区的环境评估
报告遥 此举是叶尚城周刊曳今年继发起

野地球一小时冶 环保活动之后的又一

环保举动遥

绿地图并不仅仅是一份地图而已袁也是生活中人

文尧生态尧环保尧历史的交集遥 它扩大了我们生活中关

心的层面遥 这些珍贵的记录袁更是透过敏锐的观察力袁

放慢脚步的思索袁以全新的视角袁重新认识你我所在
的都市遥

我们相信袁一份绿地图的关怀力量袁能够打动人

心袁更具有参与公共政策改变现状的积极功能遥

一份地图的关怀力量

姻图为松柏中学初二学

生潘兴荣渊右冤和他的同

班同学林伟袁 向我们展

示绿地图国际通用标

示遥 他们几位中学生上

周刚刚发起并组织了仙

阁社区绿地图的绘制工

作遥

本期特献

绿地图

详见猿源原猿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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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绿 地 图 渊郧则藻藻灶 酝葬责
杂赠泽贼藻皂冤冶员怨怨圆年首创于美国纽约遥

那一年春天袁 创始人温迪窑 包尔

渊宰藻灶凿赠月燥憎藻则冤 及其工作伙伴共

同完成了第一份纽约 野绿地图冶袁

这份地图一经面世后备受肯定袁被

推广到世界各地遥 员园多年来袁缘缘个

国家的志愿者已经完成了风格各

异的超过 猿远缘份野绿地图冶袁同时还

有超过 缘缘园个绿地图项目小组活
跃在世界各地袁其中中国大陆地区

也有 员园个地区活动小组遥

绿地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袁它

不同于普通的地图袁每张绿地图上

面都会使用统一的图示袁标注出包

括自然胜景尧动植物分布尧基础建

设尧文化景观尧生态资源尧环境资

讯尧交通步道甚至污染情况等十几

类超过一百种地区信息袁共同组成
一幅反映社区人文生态景观的本

土综合图谱遥

尽管采用世界通用的标识图

案袁但是每一份地图的绘制都是独

具特色的遥这其中包括各种充满地

方风格的手绘袁 童趣盎然的图画袁
色彩鲜艳的布艺拼贴袁也有精确的

等高线山区介绍袁复杂精准的都市

道路图袁或者包含整个城市的详尽

而广博的介绍遥一些地区还有自创

的本土图示遥每一份绿地图都是独

一无二的遥

在 郧则藻藻灶酝葬责 的网站 憎憎憎援

早则藻藻灶皂葬责援燥则早查询袁 可以看到许多

大城市都完成了绿色生活地图熏
例如院旧金山尧蒙特娄尧巴黎尧墨西

哥市熏亚洲的有京都尧 新加坡尧泰

国尧科伦坡等地遥 绿色生活地图容

易操作袁可以融入当地环境袁并且

涵纳不同年龄层尧不同背景参与者

的意见袁都是它可以这么蓬勃发展

的重要原因遥

其实袁中国的绿地图起步还是

比较早的遥 员怨怨愿年袁台湾的荒野协
会就开始致力于绿地图的绘制遥

圆园园远年 苑月袁大陆加入野绿地图系

统冶袁随后环保 晕郧韵组织野自然之

友冶 出版了北京市第一份绿地

图要 要要 野什刹海绿地图冶袁这也是大

陆第一份绿地图遥

圆园园远年年底中国红树林保育

联 盟 申 请 到 郧则藻藻灶 酝葬责 杂赠泽贼藻皂

绿地图图标的使用权袁计划在福建

等东南沿海五省推广绿地图项目遥

圆园园苑年 苑月袁 厦大志愿者绘制了

福建省第一份绿地图要 要 福建漳

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

图袁随后厦大的志愿者还绘制了厦

门大学漳州校区绿地图袁鼓浪屿生

态绿地图则是他们绘制的第三份

了遥

本版撰文 郑青

绿色生活地图容易操作袁可以融入当地环境袁并且
容纳不同年龄层尧不同背景参与者的意见袁是它可以蓬
勃发展的重要原因遥

每一份绿地图都独一无二

怎样来做一张
自己的绿地图
绿色生活地图的口号是 野绘制

当地袁放眼全球冶遥 在非商业用途条

件下袁 每个人都可以用这套图标绘

制自己的绿地图袁如果得到了授权袁

你还可以出版自己的绿地图袁 把你

对于环境的感悟传递给更多的人遥

那么袁 怎样来做一张自己的绿

地图呢钥

首先你需要认识图示袁了解什么

是绿色景点袁了解每个图示的含义遥

其次袁选定要绘制的区域袁并准

备基本地图作为绘制的蓝本遥

第三袁和你的家人尧朋友等组成

小组袁 深入到要绘制的区域袁 去探

访尧访问尧纪录环境及文化点袁别忘

了你们的基本配备院基本地图尧笔尧

笔记本尧图示尧景点记录单尧相机或

录音机袁还有最重要的要 要要 好奇心遥

第四袁资料搜集与整理遥 收集到

许多景点之后袁 先判断哪些景点属
于绿色景点袁 并依照不同的图示类

别分类袁 然后整理出景点特色的简

介遥 之后袁再检查看看有没有遗漏袁

可以上网搜寻袁 或是到图书馆找更

多的资料补充遥

第五袁制作地图遥 根据之前的探

访的信息袁可以用手绘袁也可以用电

脑软件绘制遥 先画出基本图的主要

街道袁 接着将景点与图示标明在地
图上袁 并加上景点编号袁 以方便索

引遥 然后在旁边或背面的空白处袁对

每一个景点做基本的描述袁 写下勘

探的心得袁 让使用绿地图的人可以

透过我们的观察袁 更进一步了解这

地区遥 别忘了袁可以善加利用颜色或

巧思袁让地图更方便阅读与吸引人遥

要确定你的地图里有以下的组

件院指北箭头和地图比例尺曰工作团
队成员名单尧信息来源尧基本图和出

版日期曰 绿地图图示的版权和绿地

图的标章曰地图标题袁还有你自己的

版权声明尧网址尧联络方式等遥

第六袁与大家分享地图的故事袁

可以在制作团队内袁 或者和其他人

分享你们制作绿地图的点点滴滴遥

第七袁总结反思袁想想有什么事

情你可以为你所绘制的地区做的袁
比如做义工照顾独居老人袁 号召大

家将垃圾分类投到垃圾箱等遥

绿地图故事

员怨怨员年底在纽约的联合国

总部袁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环

保人士商讨马上要举行的一个

关于气候变化的研讨会遥 会议

持续了整整 缘个星期遥 研讨会

的筹备人之一袁温迪窑 包尔女士

却暗自思考着另一个问题院野这
些与会者中有些是第一次来纽

约袁 有些人也许这辈子只会来

这一次袁 怎样让他们真正地感

受纽约呢钥 冶 于是她想到了地

图院 简单易懂却又没有语言隔

阂的地图遥

因为纽约经常被称为野大苹

果冶渊月蚤早粤责责造藻冤袁所以她给这份

地图取名为院野绿苹果地图冶遥 这

是全球第一张绿地图遥 圆园园远年

叶纽约绿苹果地图曳 的第五版则

是将目光对准了能源问题遥在这
份地图中袁城市每一处能源都有

标出袁同时还有能源开发尧节能

以及再利用的相应符号遥温迪希

望这份地图能够帮助人们在省

钱的同时袁节省资源遥

在美国布鲁克林区袁 有一

个由一群热爱骑自行车袁 以修

理二手自行车为业的孩子所组

成的野自行车回收社冶青少年团

体遥 员怨怨怨年暑假期间袁他们以布

鲁克林的花园为主题袁 画出了

骑车参访 员缘个花园的自行车

路线袁 并对每一座花园进行详

细的资料搜集尧访谈与记录袁同

时在地图上分享他们的心得与

建议院野这里的桑树有很浓密的

树荫袁如果你在大热天骑单车袁

一定要来这里的树荫下坐坐袁

这里几乎听不到路上嘈杂的声

音遥 冶等等遥

每年完成一张绿色生活地

图袁 似乎已成为 野自行车回收

社冶的传统袁而大人们也循着这

群青少年的单车轨迹袁 认识到

纽约市的不同面貌遥

位于宜兰县东山乡的珍珠

社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尧 蔬菜为

辅袁 保存有较大面积的田园与

自然景观遥 这个社区袁将农村最

典型的副产品要 要要 稻草回收袁

称为社区文化产业的材料袁创

作稻草画尧稻草纸尧稻草面具尧

稻种标本制作袁 探索稻草的新

美学价值遥 这张让所有人惊艳

的地图袁 以金黄色调展现稻田

秋收后景象袁 并细细描绘农村

一景一物遥 不难从生动活泼的

图像中袁 看见他们不断在传统

资源中寻求新的创意表现袁将

稻草转变成为创意十足的 野草

垛彩绘冶正是最佳例证遥

完成于 员怨怨苑年的京都绿地

图袁是亚洲第一份绿地图遥 这份

地图的诞生袁源自于当年联合国

的气候变化研讨会要在京都举

行袁一群参与研讨会的京都设计

师袁想要为当地居民与来访的非

盈利团体袁设计一幅介绍京都的

地图袁将历史的京都转化为生态
城市的面貌呈现遥

以淡紫色为底的京都绿地

图袁其灵感源来自日本谚语野山

紫水明冶袁在这份绿地图内袁标示

了京都城内 源愿缘个景点袁除了丰

富的文化遗产之外袁也包含了公

共森林尧水边生物栖息地尧最佳

步道尧传统生活区袁以及传统尧神

社等历史遗迹遥京都绿地图中还

细心地指出可以观赏萤火虫与
飞鼠的地方袁这也是京都居民对

自己城市非常引以为傲之处遥

纽约绿苹果地图院全球第一张绿地图

布鲁克林绿地图院骑单车的少年

台湾宜兰县珍珠社区绿地图院乡土意识的觉醒

京都绿地图院对传统生活智慧的探寻

绿地图知识：

会说话的标识
一个标识代表一种绿色景点袁通

用的标识有 员圆缘个袁由全球制图者共

同设计出遥 你可能不知道非洲的语

言袁 你可能不懂日文袁 但因为这些

陨糟燥灶渊绿色标识冤袁所以我们完全看得

懂遥
一份会沟通的地图打破语言的

隔阂浴

姻乍一看袁

是一个野放光的

苹果冶遥果园钥水

果店钥 都不对袁

其 实真正的 含

义是野有机食品或本地食品冶遥 在这

里你可以买到不使用杀虫剂或合成
肥料种植的食品袁 也可以买到本地

生产的食品遥

姻一个人在

睡觉钥 这可不是

旅馆遥 这个图标

代表的是 野心灵

静思区冶袁供从事

冥思自然及精神

追求的地方袁 可以是宗教教堂或有

深度美感的地方袁 或是一处繁忙区
中的野平静绿洲冶遥

姻有熊出没

的地方钥可以吃熊

掌的餐馆钥 不是袁

这个图标的意思

是野生动物资讯
及繁育中心遥受伤

或者失去父母的

野生动物可以在此被抚育到恢复健

康袁再放回荒野遥通常需要义工来帮

忙照顾并且告知大众相关知识遥

姻你猜对了袁这个表示露营地遥

即为野外露营地点袁 使用帐篷或其

他露营设备遥 要注意不要破坏周围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遥

姻这可

不是发光的

树遥它表示的

是特别的树袁

一些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

的树袁或者是

特别美尧特别大尧特别老尧很稀有的

树遥 也许是原始森林渊没有被砍伐过
的冤尧古老的尧神圣的尧要用的树袁或

本土植物袁也可能是长在室内的遥

姻 自 行

车停车场遥指

有人看管的

停车场袁或是

有适度灯光

和锁架的建

议停车区域遥

姻 水 污
染源遥 包括特

定 工 厂 排 放

的废水遥 处理

不 当 的 污 水

处理厂遥

主题圆园园怨年 怨月 源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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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记者 郑青

仙阁社区绿地图绘制活动在上

周刚刚完成遥 此次仙阁社区绿地图绘

制活动由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尧福建

义工俱乐部和厦门晚报 叶尚城周刊曳

主办袁福建义工俱乐部厦门分会厦门

志远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中心尧莆田
绿盟滨海湿地研究中心承办袁厦门图

书漂流协会尧 厦门大学绿野协会协

办遥

发起人兼组织者之一尧厦门志远

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中心负责人潘

兴荣同学介绍袁今年 缘月袁他和几个

志远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中心的志

愿者们袁萌生了绘制一份仙阁社区绿

地图的想法袁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红
树林保育联盟的指导和支持遥 愿月 圆圆

日袁在仙阁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袁红树

林保育联盟的培训师刘静对来自厦

门义工俱乐部尧厦门图书漂流协会的

共十几个人进行了培训袁参与者包括

初中生尧大学生尧学校老师以及各行

各业志愿者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这次参加仙阁社

区绿地图绘制的相当大部分志愿者袁

包括组织者潘兴荣本人在内袁都是一

群松柏中学的初二学生遥愿月 圆猿日早
上 怨点袁在社区大榕树公园袁志愿者

们开始了探索之旅遥 他们分组行动遥

每当发现一处绿色风景袁他们不但要

拍照留证袁还要调查了解袁最后才能

在地图上做出标示遥

刚刚上初二年级的潘兴荣同学

说袁这次绿地图绘制活动袁虽然过程中

有许多不足袁 但他和同学们都感觉收

获很大遥 甚至可以说袁绘制绿地图的人
收获会比其他人更多遥 当你用心去观

察周围环境的时候袁 你才发现真的很

美遥 改变袁从了解开始袁希望大家对自

己的生活环境有更多的了解袁 从而对

环境产生更多关心与维护的意愿遥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对仙阁社区

的环境评估如下院

整体来说袁仙阁里社区在环境人文

方面都做得很好袁居民对社区满意度很

高遥

做得好的地方包括院

员援社区充满人文关怀遥 小区内的各
个年龄层的人群都有自己在小区社交

圈子的固定聚会点和休息娱乐区遥社区

内老年人休息区尧儿童适宜区尧运动区

设置充足合理遥邻里之间和善袁和睦袁和

乐遥

圆援社区绿化做得很好遥 道路两旁袁

房屋周围都有花圃围绕遥街道道路比较

干净遥

猿援社区内的餐饮袁服务和便民设施

齐全袁居民生活便捷舒适遥

不足的地方包括院

员援社区内无专门的垃圾桶袁垃圾没
分类袁垃圾堆积时间太久袁很大的塑料

桶里堆满了垃圾遥

圆援绝大多数居民不认识社区里的植

物袁包括一些很常见的例如王棕尧三角

梅尧小叶榕等遥部分植物受伤很严重遥我

们看到两棵高大的王棕头都掉了袁很可

能是因为挡住了房屋光线袁被人为地砍

掉了遥 居民植物保护意识不够遥

猿援社区稍显拥挤袁居民密度过大遥

休息区旁石凳等公共设施有些破损遥

对环境的绿色建议院

员援道路两旁安置专门分类垃圾桶袁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袁及时处理垃圾遥

圆援给社区内植物挂牌遥 宣传保护社

区内植物袁引导居民欣赏社区内风景遥

猿援维修社区内公共设施袁增加健身

设施袁进一步科学规划休息区遥

红树林的
野绿色指南冶

由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发布的福建省云霄县漳江口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绿地图袁这

是中国第一份关于红树林保
育的绿地图袁除了承袭绿地图

一贯的理念外袁这份地图还包

含许多创新理念袁并有自创的

陨悦韵晕遥 这份地图将红树林的

野绿色指南冶 用图的形式形象

地展现出来袁走在了全国绿地

图绘制的前列遥

圆园园远年底袁 中国红树林

保育联盟申请到 郧则藻藻灶酝葬责
杂赠泽贼藻皂的绿地图图标的使用

权之后袁计划在中国福建等东

南沿海五省推广绿地图项目袁

其中主要的目标是红树林湿

地及社区的绿地图推广工作遥

为了制作这份绿地图袁组

织者于 圆园园远年 猿月份前往保

护区进行了第一次的实地考

察遥之后进行漳江口保护区的
相关资料收集遥收集完主要信

息 以 后 袁 从 郧韵韵郧蕴耘

耘粤砸栽匀上获取保护区及附

近地区的基本地理信息作为

绿地图的基础袁然后开始绿地

图的绘制遥

首先袁用不同的颜色将较

为大片的同类区域区分开来袁

如用黄色代表滩涂袁用蓝色代
表水面袁 用绿色代表红树林

等遥 接着袁用一些简单图形表

达基本地理单位袁 如房屋尧红

树尧鱼塘等遥最后袁再标上统一

的各种绿地图 陨悦韵晕袁这样就

有了绿地图基本元素遥由于多

次活动搜集到的资料太多袁信

息太复杂袁他们必须对已有的

资料进行筛选袁并决定展现在
绿地图上所要绘制的元素袁从

而使具当地特色的资讯都能

展现在绿地图上却又让画出

来的绿地图看起来简洁明了遥

当决定了所要画的元素后袁就

落实志愿者将其一一画出袁并

多次校稿袁经过长时间的后期

制作袁最终定稿遥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
绿 地 图 组 织 统 一 使 用 的

陨悦韵晕以外袁他们还结合红树

林保护区的实际自创了三个

陨悦韵晕袁分别是院鱼塘尧滩涂和

红树林遥 鱼塘的 陨悦韵晕里包

含的基本元素是鱼和渔网袁用

来表示鱼塘的基本特征曰滩涂

的 陨悦韵晕则是一双陷进泥土

中的腿曰而红树林袁则是提取

了它最具特征的部分院胎生的

胚轴遥

改变，从了解身边环境开始
要 要要 初二学生发起绘制仙阁社区绿地图

绝大多数居民不认识社区里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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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鼓浪屿是中国最美的城区袁 但你知道鼓
浪屿到底有多少绿色风景钥 一张绿地图可能就是

最好的答案遥

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资助下袁今年 猿月袁中

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和厦大绿野协会联合组织 缘员

名大学生志愿者走上鼓浪屿袁 开始亲手绘制鼓浪

屿的第一张绿地图遥 经过 缘个多月的制作袁在上周

末刚刚完成最后定稿遥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授权

本报 叶尚城周刊曳 独家发布这张鼓浪屿生态绿地

图袁 这也是首张鼓浪屿生态绿地图的全貌在公众
面前的首次亮相遥

今年 猿月 员缘日袁缘员名志愿者袁包括厦门大学尧

福州工艺美术大学和一些已经工作的厦门大学的

校友一齐来到美丽的步行小岛鼓浪屿袁 按照事先

分好的十个片区分别展开了探索之旅遥 下午 圆点

左右袁踏察活动结束袁志愿者们聚集在福州工艺美

术大学的 圆间教室进行资料的整理并绘制初稿遥当
晚袁员园个小组的手绘地图都基本完成袁前期的工作

也告一段落遥

接下来的后期制作是这次项目的一个难点袁首

先要将 员园个小组的手绘地图进行整合并整理出完整

的实地踏察资料袁进而筹划电子版绿地图的绘制曰之

后精益求精袁 先后共绘制了 猿个不同版本的电子绿

地图并确认最终版本遥 志愿者们还 猿次重返鼓浪屿袁

考察具体的植物与鸟类的生态环境并进行拍照袁同

时查阅各种资料袁最终制作出了绿地图的文字介绍遥
此次袁叶尚城周刊曳不但独家发布鼓浪屿生态绿

地图袁并且同时发布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对鼓浪屿

地区的评估报告遥 据悉袁这份鼓浪屿生态绿地图即

将在月底印刷袁并免费发放袁组织者希望通过这份

绿地图袁帮助更多的人重新发现鼓浪屿的自然和人

文生态遥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授权本报叶尚城周刊曳独家发
布鼓浪屿生态绿地图渊下图冤袁这也是首张鼓浪屿生态绿
地图在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遥 本版采写 记者 郑青

幕后故事院

花草虫鸟
皆有来历
一丛小花袁一处鸟鸣袁在

来去匆匆的游客眼里或许不

值一提袁在绿地图上袁却是当

之无愧的主角遥

透过绿地图上微缩的各

种图标袁 可以读到海风和涛

声袁读到历史和人文袁最让人

印象深刻和怦然心动的袁却

是这些有关一花一草尧 一虫
一鸟的细处遥 它们的身影袁在

现实的琴岛只属于有心人的

视线曰在畅销的旅游图册袁更

是缺位得一干二净遥 而这份

鼓浪屿绿地图的最大特点在

于袁 同时体现了鼓浪屿的音

乐尧花园和人文等内容袁地图

上所标注的每一个内容都代

表着鼓浪屿的特色院 海上跃
起的音符代表了指北针袁岛

的周围飘荡着灵动的乐章袁

还有中华白海豚的跃起和白

鹭的掠过等遥

更值得一提的是袁 这张

鼓浪屿绿地图不仅有景点尧

建筑物标示袁 还对旅游地图

上找不到的古木尧 奇石等作

了详细记载遥 地图的两面分

别是院正面分为生活尧花园尧

音乐鼓浪屿三部分袁 反面则

是用国际通用绿地图图示标

注的地理地图遥 最能体现这

次野绿冶字就是花园鼓浪屿袁

它又分为动物尧植物尧生态遥

在花园鼓浪屿部分袁 不仅标

注出鼓浪屿上常见的树木尧

花草尧鸟类袁也标示出路边不

显眼精致的小花小草尧 穿过

石缝里的树藤噎 噎

红嘴蓝鹊最不怕人

为了制作绿地图的生态

部分袁 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特

别组建观鸟组遥 观鸟组共观

测到至少 圆园种野生鸟类袁最

终被收入绿地图的袁 有包括

白鹭在内的 苑种遥 体长约 远愿

厘米袁 头黑而顶冠白袁 嘴猩

红袁 脚红色遥 如此大型的鸟

类袁 在厦门其他地方难得一

见袁 在鼓浪屿却出现得颇为

频繁遥 这就是红嘴蓝鹊遥 它的

尾巴很长袁 常发出多种不同

的嘈杂叫声和哨声遥 也许因
为体型大袁所以不怕人袁最容

易看到它遥

曼陀罗就长在路边

植物也是生态绿地图试

图解读的一个重要部分遥 曼

陀罗袁叶神雕侠侣曳 里杨过中

的情花毒袁 来源正是这种集

美丽与罪恶于一身的植物遥
鼓浪屿上的曼陀罗开出的是

黄色的花朵袁 这与志愿者们

认知里曼陀罗的紫色花朵相

去甚远袁因此袁在毓园旁的复

兴路偶然看到它们时袁 参与

者们一度深感疑惑袁后来袁几

经查证袁 才确认这正是传说

中的情花曼陀罗遥 这一发现

让他们欣喜不已遥

木棉最受偏爱

志愿者们踏青鼓浪屿的

猿月袁 正是木棉花怒放的季

节遥 于是袁木棉树理所当然地

走进了绿地图袁 带着些微制

作者不着痕迹的野偏爱冶遥 同

样因为受到某些野偏爱冶走进

绿 地 图 的 袁 还 有 百 年 榕
树要 要要 独木成林的袁 树根纠

结的袁野胡须冶 飘飘的噎 噎 它

们并不是鼓浪屿独有的景观

树木袁 却在岛上构成了不可

复制的人文景观遥

鼓浪屿到底有多少绿色风景
要 要要 叶尚城周刊曳独家发布鼓浪屿生态绿地图

评估

岛上保留了几块
大面积的荒野之地

要 要要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
盟对鼓浪屿的环境评估报告

整体上来说袁 作为一个人流量如此

之大的旅游景点袁 鼓浪屿的环境已经相

当不错了袁 但若从一个岛上长期居民的

角度来看袁 鼓浪屿的环境还有很大的改

进空间遥

已经做得很好的方面包括院

员援垃圾箱和公共厕所数量很多袁而

且分布位置安排恰当袁 使路人能很方便

地解决问题遥

圆援对古老的树木的管理很好袁有采取

一定的保护措施袁也有挂牌尧标识树龄等遥

猿援岛上保留了几块大面积的荒野之
地袁 为各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很好的生

存空间遥

源援很注重环境宣传袁比如岛上建有

白鹭教育基地曰 大部分导游都会向游人

介绍各个种类的树遥

缘援岛上真正实行了无机动车化袁完

全是步行或电瓶车代步曰 同时没有重工

企业进驻袁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古迹遥

以下方面尚有待改进院
员援垃圾处理不够及时袁尤其是居民

区袁有不少的堆积垃圾遥海滩和近海海面

也有很多垃圾遥

圆援用水方面袁鼓浪屿上没有直接的

淡水资源袁只能从厦门岛引进袁而所有的

公共卫生间冲水都是清澈的淡水袁 造成

了巨大的浪费遥

猿援环岛快艇形成的浪花袁对很多海

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曰鹭
江一带曾经发现过中华白海豚袁 而现在

的状况已很难再觅海上精灵的芳踪遥

源援游客过多袁容易产生噪声及污染袁

而处于风景区的民宅也会由于游人的误

闯而造成当地居民的苦恼遥

建议

建议公厕海水冲洗

要 要要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对鼓浪屿地区的环境建议

员援取缔野导拉客现象袁在文化底蕴

深厚的地方增设志愿者导解岗位袁这些

志愿者不仅可以是大学生袁任何有意愿

的岛上居民都可以在经过培训后袁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讲解他们心中的鼓浪

屿遥
圆援所有的公共卫生间采用蓄积的雨

水或海水冲洗遥

猿援加强对海滩的管理袁及时清理垃

圾袁更重要是对游人进行环境意识的宣

传袁让大家自觉减少随意丢弃垃圾的行

为遥

源援开展不同主题的游览方式袁满足

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游客遥 比如针对已

经来过鼓浪屿很多次并且对岛上的文化
相对熟悉的游客袁可以开发一条以生态

环境为主题的游览线路袁让游客从另一

个角度看鼓浪屿遥 其他比较经典的线路

可以是院领事馆建筑风情路线尧红色革命

路线尧音乐岛路线等遥

缘援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管理上袁有必

要增加一些更详尽的文字性标牌袁如某

处住宅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的缘由袁它

的建筑特色等等遥

姻图为鼓浪屿首张生态绿地图遥 版权声明院 绿地图的标识与图示袁 为 郧则藻藻灶酝葬责

杂赠泽贼藻皂 版权所有袁并授权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在中国地区使用遥

姻图为参与绘制鼓浪屿首张生态绿地图的 缘员名志愿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