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新任生态环境公益大使演员
沈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播李杨薇。

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开幕式现场。

第十八届“牵手蓝天你我同行”生态环保摄影比赛二等奖作品
作者：张全跃 名称：《首钢园绿色转型重现绚丽星空》

“环保观察团绿游记”第二季：探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海淀区。

第十八届“牵手蓝天你我同行”生态环保摄影比赛二等奖作品
作者：赵承顺 名称：《天蓝蓝雪皑皑》

第十八届“牵手蓝天 你我同行”生态环保摄影比赛
获奖代表何慷民作品《金海湖》

“环保观察团绿游记”第二季：探访“两山”基地——平谷区。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处处长郭萌发布 2021 年北
京市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

气势磅礴的开场视频，美不胜收的摄影作品，唯美灵动的影
子秀，令人期待的新任生态环境公益大使……6月1日，第九届北
京生态环境文化周拉开序幕，12项线上公众参与活动相继启动。

今年的生态环境文化周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
围绕“减污降碳为美丽北京加油，绿色生活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主线，推出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聘任、生态环保摄影大
赛成果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线上访谈、环保观察团绿游记等
12 项线上主题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绿色北京建设成果，分
享生态环保生动故事。

走“新”：开幕式上纵览大美北京生态画卷

“北京的美，是千年古都、红墙绿瓦、雍容文雅，是现代都
市、双奥之城、欣欣向荣，更是天蓝水清地绿、生态和谐、幸福
宜居。2021 年，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取得里程碑式突破，6 项
大气污染物浓度值首次全部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6 月 1 日上午，在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开幕式上，振奋
人心的声音，大气磅礴的画面，宽屏长卷展现北京生态底色。
这是一个开场视频，用一组亮眼的数据讲述了北京市 2021 年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效。

《2021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 年，北京
PM2.5年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蓝天
底色更纯、含金量更足；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70.8，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减污降碳，
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 年下降 4%左
右，保持全国省级最优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绿色。

近年来，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持续和显著
提升。“开窗见景，出门见绿”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标
配，“冬奥蓝”“北京蓝”被前来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各
国运动员见证，成为与赛事并行的美丽话题。

美丽北京，映照在镜头下。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
融，城乡鸟语花香……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举起手中的镜头，
定格每一帧场景，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步，生动记录着

“绿水青山带笑颜”的时代画卷。

“从奥运场馆建设到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施工，从北京亚
投行工程项目到通州环球影城施工过程，我用镜头记录了北
京一个个重大地标的诞生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第十八届

“牵手蓝天 你我同行”生态环保摄影比赛获奖代表何慷民说，
“从 1990 年亚运会后到 2018 年，我参加了 19 个航次北京城区
和近郊的航拍工作，从空中航拍的角度感受到了北京环境的
巨大变化。”作为北京河清、天蓝、环境优美的见证者，何慷民
讲述，在 1998 年的时候从空中看北京的绿化还不是那么稠
密，2008 年后再看，不仅绿色面积大幅增加了，河流清澈还泛
着淡淡的蓝色，住宅小区周边增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绿地和
公园。从身边的小角度到空中的大视野，在 40 年的摄影路
上，何慷民亲眼看见并切身感受到了北京的环境变化无处不在。

走“心”：公益大使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发声

每年的文化周开幕式上，聘任新任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
使已是惯例。今年，演员沈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播李杨
薇获聘成为新任大使。

台前的沈腾给大家带来欢乐，幕后的他关爱自然生态，崇
尚绿色生活。在真人秀《麻花特开心》节目中，他带领麻花家
族发出节水号召，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在为大家带来欢乐的
同时，积极助力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保护生态环境，构建
美丽世界，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传播环保正能量，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沈腾说，“我会继续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做
绿色生活的宣传者、引领者、践行者，与大家一起守护蓝天、碧
水、净土，为美丽北京加油。”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外出采访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项工
作。在频繁的采访工作中，我看到北京的天越来越蓝、水越来
越清、地越来越绿，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好。”李杨薇说，“我想通
过我们的报道，透过我们的镜头，不仅要让大家看到北京绿水
青山的生态环境，也要向更多的人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动员大
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和建设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

“清洁美丽世界是每个人的愿望，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方法
就是‘共建’，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共同参与。”“我将不
断努力，不辜负这个荣誉称号，和大家共同创造并讲好生态文
明建设的‘北京故事’。”两位新任大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这
也与今年文化周“共享绿色北京建设成果，分享生态环保生动
故事，倡议全社会践行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北京”的思路不谋
而合。

自 2013 年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聘任活动开启以来，已
经有贺克斌、聂一菁等 19 位来自各行业的优秀代表加入北京
生态环境公益大使的行列。他们拍摄生态环保公益宣传片，
参与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发挥自身影响力，带动公众践行绿色
生活，为建设美丽北京加油，起到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走“深”：汇聚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蓬勃力量

创建“绿色啄木鸟”环保志愿服务组织，吸纳更多社会公
众参与美丽北京建设；策划成立“自然之子”环保学生社团，用
一块小手帕传递绿色梦想；全程参与新凤河水域综合治理，一
边“治水”一边开设环境教育课堂……6 月 5 日上午，一场别开
生面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线上访谈活动火热开展，志愿服务
专家、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代表围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主题，畅谈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心声，倡议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我们‘绿色啄木鸟’不仅要做城市
的环保医生，还要在孩子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为成人营
造环保习惯的养成氛围，为社会提供环境治理的有生力量。”
2006 年 5 月，王涛创立了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务中心。十
多年来，已经有 6000 多人加入“绿色啄木鸟”的行列。他们活
跃在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街巷环境治理等各方面，开展生态环
保公益讲座和志愿服务活动，倡导市民践行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彰显着一个城市
的温度和力量。来自北京市第五中学的地理老师董雁长期致
力于在校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成立“自然之子”环保社团，
发起“帕系自然”等环保实践活动，用手帕代替一次性纸巾使
用，通过改变日常习惯的“小行动”，汇聚节约低碳的“大能
量”。2020 年，董雁被生态环境部和中央文明办评选为 2020
年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之一。

牛奕娜是北京北华中清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工
程师，她全程参与了大兴区新凤河的综合治理，亲眼见证了新
凤河从原来的“蚊子河”转变为如今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她
也成长为一名科普保水、护水知识的生态环境志愿者。“我做
志愿服务就是想通过环保的知识理念与互动实践相结合，让
人们重视环保，并让更多人加入到环保队伍中，共同爱护和维
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
的志愿者超过 449.3 万，注册志愿团体超过 8.1 万个，累计发布
志愿服务项目超过 52.4 万个。其中，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团体
数量和志愿者数量逐年递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志愿者们最乐于参与的志愿服
务领域。

只有共治才能共享。建设美丽北京，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事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
人的改变也许是微小的，但是将两千多万人的改变汇聚起来
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必将换来北京生态环境的更大改善，将
使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更快地成为现实。”北
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主任张立新说。

走“实”：探访绿水青山背后的绿色故事

揭开“城市大脑”的神秘面纱、了解让枯枝烂叶过“桥”变
宝的“生态桥”治理工程……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期
间，环保观察团分别走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海淀区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平谷区，探索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了解优美环境背后的生态环境保护故事。

“城市大脑”带来了啥？
科技范儿十足的海淀，从城市治理领域入手，通过建设

“城市大脑”，将不同治理行业、部门的数据信息集中在一起，
实时共享，对区内公共安全、城市环境、交通出行、生态环保等
问题进行集中的跟踪与响应，及时处置、对症下药。解决了以
往各自为战，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靠突击式、运动式执法，部
门之间掌握的数据互不兼容等难题。

“生态环保平台是海淀区城市大脑重点建设的四大场景
之一。”讲解员介绍，“在大气环境自动监测方面，海淀区在全
市高密度监测站点布设的基础上，又科学布设了餐饮、道路、
扬尘、重点汽修、边界传输等六大类 198 套固定监测设备和 5
台移动监测设备。简单说，只要是与监控设施有关的所有数
据，系统都会自动进行跟踪与反馈。”在水质监测方面，“污水
溯源分析系统通过对前端水质监测传感器实时监测的数据进
行对比研判，可以快速发现超标突变的情况，而且借助系统演
示溯源过程，可以提升排查污染源头的效率，为精细化管理提
供技术支撑。”

……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生态桥”让有“中国桃乡”之称的平
谷区走上了一条绿意盈盈的发展之路呢？

北纬 40 度，京郊半山区，昼夜温差大，平谷区是大桃种植
最适宜区域之一。在刘家店镇“生态桥”国桃基地，果园废枝
叶、畜禽粪便粉碎混合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促进环境改善、
土壤改良、水质改进、大气改优，在农业生产废料与可循环再
利用资源之间架起了一座“生态桥”。

“简单来说，‘生态桥’就是生态循环利用之桥，它既保护
了绿水青山，同时还把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刘家店
镇副镇长孙亮介绍，“刘家店镇大桃种植面积 2.3 万亩，过去，
大伙儿都是把果树修剪下来的废弃枝条当成柴烧了，造成空
气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7 年 1 月，平谷区探索基层社
会治理新模式，区政府统筹政策、资源、技术、资金，出资建设
有机肥生产厂房，购置生产设备，承担生产加工成本，以刘家
店镇为试点，对企业生产出来的有机肥按每吨 50 元给予补
贴，创新启动了‘生态桥’治理工程。如此一来，镇、企、村有序
联动，建立起‘资源—农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良性生
态循环模式。”

据了解，刘家店镇鼓励农民把果树枝条等农业废弃物统
一收集，运到“生态桥”工厂，1 吨废弃物可兑换 1 吨有机肥或
是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种桃成本降低了，蓝天渐渐
变多了，“而且，自打用了这有机肥，大桃更甜了。”

“山更青啊水更绿，让中国更美丽，美丽的大自然是你我
共同的家园……”一首《让中国更美丽》唱出了人们共建清洁
美丽世界的愿望，也唱出了每个人心中的美丽北京。

如今，守护碧水蓝天成为全民共识，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美丽北京的热情之高，前所未有。2021
年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2021 年，北京市公众环境
意识指数为 75.77，比 2020 年提高了 1.02，公众的环境认知度
及环保行为践行度均实现了提升。“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
北京，重在全民参与、共同行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
处处长郭萌感慨，“人们已经认识到，将环保实践融入日常，点
点滴滴的付出对环境的改变是多么重要”。

后记

一年接着一年干。2014 年以来，每年的 6 月 5 日环境日
前夕，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都会如约而来，开展为期一周的生
态环境主题公众参与活动。

9 年一以贯之，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不断探索创新、逐步走深走实，用一个个
高光时刻、精彩瞬间，点燃全民环保互动的热情，让守护碧水
蓝天成为全民共识，让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
社会氛围逐渐形成，让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的梦想
离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越来越近。

9 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足以陪伴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
快乐奔跑；说长也不长，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仍然在路上。历
史在前行，时代在召唤。全民参与、共建共享，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美丽北京必将铺展更加壮美的图景。

夏莉作者单位：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

北京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线上访谈活动现场。

携 手 共 建 清 洁 美 丽 世 界携 手 共 建 清 洁 美 丽 世 界

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走“新”又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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