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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如何把好环境监测这一关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注重生态环境管理平台的建设，对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进行在线实时监控，实时掌握大气、

水、扬尘、辐射等数据。

德国在环境监测方面投入较早，经验较为丰富，其做法或将提供一定的借鉴。

苏黎世：垃圾分类三十多年的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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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

小鹿“聚会”

许多人来到日本奈良，都会去奈良公园
赏鹿。除了面对游客，这群鹿私底下似乎也
有“聚会”。

近日，奈良国立博物馆职员佐佐木香辅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展示了这样的场
景： 上百头鹿趴坐博物馆附近的草坪上，好
似正在聚会，“萌翻”上万名网友。

根据该馆员的说法，每年 7 月，他们都
会看到这种景象。7月的傍晚五、 六点后，上
百头鹿会出现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前的草坪上
趴坐着。大约在六点，鹿群数量会达到高峰。

据报道，日本社群网络上发起了名为
“鹿池”的话题。这对观光客而言是个少见
的景象，因此吸引许多人停留拍照 ，但博
物馆职员却已经习以为常。

小鹿为何钟爱聚集于此？日本媒体曾
报道称，据说博物馆草坪附近的一个通风
口流出的冷空气聚集于此，所以才吸引了
鹿群前来避暑。事实上，就连博物馆职员
也不能确认实际原因。今年夏天气温与同
期相比不算高 ， 但仍有大批鹿群聚集于
此。 （摘编自：中新网）

佛罗伦萨

名画“回家”

近日，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向媒体通报，75 年前德国军队撤离时，一
名下士偷走一幅荷兰画家扬·凡·海瑟姆
的油画作品《花瓶和花》。这幅作品日前已
正式归还给了乌菲兹美术馆。

据报道，在归还仪式上，德国外交部部
长海科·马斯亲手向意大利方面转交了 《花
瓶和花》。意大利文化部长、外交部部长、乌
菲兹美术馆官员，以及护送油画返回佛罗伦萨
的国家宪兵卡宾枪骑兵队司令参加了仪式。

荷兰大师画于 18 世纪初期的 《花瓶
和花》，自 1824 年以来一直作为藏品保存
在博物馆内。这幅 47 厘米×35 厘米的帆布
油画在皮蒂宫的帕拉提画廊一直存放到
1940 年宫殿被疏散之时。 在撤离过程中，

画作同一些其他作品被放在一个木箱里，

送到了波吉奥·阿·卡亚诺别墅。 三年后，

它和其他作品一起落入德国军队手中。德
军从意大利撤军时，准备把这些画作运往
德国。在 1944 年 7 月 ，箱子被人打开 ，一
名德军下士得到了《花瓶和花》，并把它作
为礼物送给了他在德国的妻子。

据悉，《花瓶和花》在德国的落脚之处
直到 1989 年 11 月才被发现 ，当时 ，拥有
这幅画的一个德国家庭向慕尼黑博物馆
了解了它的来历和价值。

2019 年 1 月，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
馆长埃克·施密特向德国政府发出呼吁 ，

要求归还这幅被德国士兵偷走的油画作
品。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巴黎

观光巴士将被禁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副市长埃曼纽
尔·格雷戈尔日前表示， 巴黎将在市中心
禁止所有的观光巴士。“观光巴士在这个
城市的中心地带不再受到欢迎，”他说道，

“它们给巴黎带来了混乱。”

格雷戈尔指出， 虽然巴黎目前所面临
的过度旅游问题还没有威尼斯和巴塞罗那
两地严重， 但大量的观光巴士已经对当地
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除此之
外，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相比，观光巴士造
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严重。 巴黎希望
旅行公司向游客提供更为环保的旅行线
路，如步行或骑行线路。游客也被建议优先
考虑步行、 骑行或使用更为环保的公共交
通方式。格雷戈尔还说，他们正在等待市中
心禁止旅游巴士的法律限令出台， 并计划
在市中心外围为旅游巴士修建更多车位。

此外，小型摩托车也是巴黎目前打击的对
象之一。据外媒报道，截至今年底，巴黎的小型
摩托车总量预计将达到 40000辆。新法令将允
许政府机构来管制本地交通和一些其他的交
通方式，包括小型摩托车和租赁自行车。

巴黎地铁也进行了许多环保尝试。今
年 6 月起，带磁条的纸质地铁票逐渐被塑
料材质的充值卡所取代。据报道 ，至 9 月
底， 巴黎还将实现智能手机扫码应用覆
盖，乘客将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购买通行卡
乘地铁。 （摘编自：界面新闻）

在全球闻名的 Monocle杂志今年发布的宜
居城市榜单上，苏黎世荣登榜首。

作为瑞士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苏黎世
向来是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上的常客。除了硬
性的经济数据指标外，苏黎世在一杯咖啡的价
格、国际航线的数目、户外活动的便利度、独立
书店的多少等“软标准”面前，都得了高分。

究竟什么使一座城市适宜居住？生活在城
市中的人们幸福感从何而来？人们有五花八门
的答案。 苏黎世在实行垃圾分类工作的认真，

以及老城区保护和活化方面的智慧，或将给出
一部分理由。

垃圾分类手册厚达 100 多页

瑞士实行垃圾分类已有三十多年，苏黎世
市政府出版的垃圾分类手册更是厚达 100 多
页。尽管经验丰富，但苏黎世仍在努力变得更
加环保， 并希望在 2050年将人均能源消耗限
制在 2000瓦以下。

据了解，在苏黎世，不同的垃圾要丢到远
近不一的不同地方。 除了扔到社区的垃圾桶，

一些垃圾还要放在家门口等待回收，另一些垃
圾则要人们自己丢到回收站。虽然社区居民人
手一本垃圾处理指导手册，但每年还会收到标
明垃圾回收具体时间的“垃圾日历”。

在当地一些社区，前两年引进了有机垃圾
这一比较先进的分类。厨房的有机废料要扔到
楼外的绿桶里面，每周三有人来处理，并将垃
圾桶消毒打扫干净。随后，这些有机垃圾会被
运到苏黎世的一家堆肥场加以回收利用。

有机垃圾“破袋”再扔，苏黎世一开始在推
广和实践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阻力。 但后来，

居民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有人直接用碗盛
着垃圾扔到桶里；超市里也有卖密封性很好的
家用有机垃圾桶； 或者购买可降解的小塑料
袋，与装着的有机垃圾一起丢弃。

在苏黎世，有种白色的垃圾袋，人们都叫
它“苏黎世袋子”，价格较为昂贵，专门用于扔
脏纸巾、 塑料袋等垃圾。 一只 17升的小袋要
0.85瑞士法郎（约 7元人民币），35升的中袋要

1.7瑞士法郎 （约 14元人民币），60升的袋子要
3.1瑞士法郎（约 25.50元人民币），110升的袋子
要 5.7 瑞士法郎（约 46.90 元人民币）。这是瑞士
政府为平衡处理垃圾的花费而定价的垃圾袋，在
别的城市也有因地制宜的“日内瓦袋子”“洛桑袋
子”等。这种“天价垃圾袋”是为了督促着大家节
约使用垃圾袋，并且留意不让错误的垃圾混入其
中占用宝贵空间。

每隔两个星期左右，会有专人到各家楼栋门
口回收纸类垃圾。回收日期来临前，人们会用专门
的绳子将之捆成非常整齐的豆腐块， 绑绳上面还
会留出提手，像“礼物”一样等待工人们有效率地
收走。要是处理得不好或不按时丢弃，垃圾就不会
被收走，被孤零零地留在街边。这一间接的监督机
制让不按规定扔垃圾的人羞愧难当。久而久之，正
确地分类扔垃圾就内化为居民的一种习惯。

分类久了， 当地人还总结了一些易出错的分

类方法。 例如酸奶塑料瓶身上的包装纸不属于普
通纸张，而属于纸箱一类；过期的药丸不能随意丢
弃，要自行送回药店；洗发水瓶、废电池、旧灯泡，

得按照“各回各家”的原则丢到超市的回收柜里。

外向型城市公共空间

苏黎世被誉为湖上的花园城，市内满是精心
修整的花园。漫步城中，整齐、洁净，随处是鲜花
绿草与别致的建筑物。苏黎世老城沿着苏黎世湖
流出的利马特河两岸展开，至今仍保留浓厚的中
世纪气氛。这与当地精心制定的保护和活化政策
息息相关。

当地人认为，老城的保护不能简单地以建筑
单体或街道结构来作为保护对象，其保护的应该
是公共生活的主题内容和活力。利马特河是老城

的中枢，利马特河上桥梁通道的变化以及两岸相
对应的众多教堂， 构成了苏黎世老城的主要景
观。 这个主要景观带沿利马特河延伸到苏黎世
湖，并继续展开。在这条核心景观带上主要的五
座桥梁虽然都是这条视觉走廊上的重要景点，但
同时又都肩负着利马特河两岸交通的重任。

除了火车站以北的一座小桥外，老城区最北
面连着火车站广场的大桥和最南面连着伯克利
广场的大桥，仿佛构成了老城的外环线，次一级的
南北桥构成了老城的内环线， 这都是正常通车的
线路。而中间核心部位的桥梁，则扮演着连接两岸
主要步行区的角色，是步行通道。这一部分的两侧
岸边正是老城的起源位置，保留着大量 10世纪到
11世纪的房屋和起伏不平的街道。在这里主要的
活动人群大多以观光、休闲为主。尤其是在岸边，

人们休闲地坐着，看着水里的天鹅、远处的山脉、

游船，树荫下是喝咖啡的人群。容纳这样一种生活
方式的场所，都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从利马特河岸延伸至城镇内部的弯弯曲曲
的、 高低不平的小路构成了老城的通行网络。连
接利马特河两边古老城镇的通道，实际已经是一
个巨大的水上平台，扮演着街道的角色。在河东
岸， 平台南侧的水面上伫立着古老的市政厅建
筑，北侧则是一个新建的小教堂。河西岸直接连
着小小的维恩广场。除了已成为水上观景平台的
行人通道市政厅街道被扩展了之外，其他街道都
得以维持原样保护。

生活方式的保护是延续老城活力的基础，而
公共生活的主题，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赋予
其新的灵性和内容。像许多欧洲城市那样，苏黎
世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外向型的，即使是建筑围合
的内院，从某种角度看，和建筑围合的广场也只
有规模的差别。

良好的气候保证了当地人使用公共空间的可
能性。人们普遍喜爱户外活动，从街头喝咖啡的人
群，到河边、绿地上的亲子活动，户外空间显示着
强烈的亲民性。 传统的生活方式保证了这一人文
景观的延续性。同时，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心不再只
以城市广场为重点，街边的酒吧、咖啡座，草地上
的运动，岸边的空地，两岸的景观以及现代的商业
很好地结合起来，为老城注入新的生机。

（吴越 摘编自搜狐网、环球网、网易新闻）

点击查看
过去 100 天的空气质量

自 1979年 1月 17日，德国鲁尔区工业区
一带发出首次“烟尘警报”以来，为保证生态和
谐和居民健康，德国一直坚持对空气质量进行
全面深入监控。 首先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

对工业排放气体进行严格控制，大力发展绿色
环保能源和产业；其次是在城市内部空气质量
控制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

研究表明，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占城市废
气总量大部分，也是空气中氮化物等污染物超
标的主要原因。为保证城市空气质量，预防皮
肤病、呼吸道和心脏疾病的发生，德国各城市
制定了各自的车辆限行计划。根据排放量等核
心指标，车辆被分为四个级别，以四级为最优，

达到二级以上的车辆才能取得环境级别标签，

二至四级的标签分别为红色、 黄色和绿色。排
放有毒废气体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车辆禁止驶
入城区。 德国目前有 47个城区已经制定了长
期行车环保标准，其中柏林、莱比锡等四城市
只允许达到四级并获得绿色标签的车辆驶入。

海登海姆、 施拉姆堡和乌尔巴三座城市也于
2012年实施行车环保标准。

德国政府和公共机构在环保领域内积极
配合，不断向公众发布相关报告。德国联邦环
保局通过网站实时公布空气质量监控数据，各
项指标通过德国地理示意图和详尽的图表展
现出来。 依据德国各地监控网点的监测数据，

人们能够了解当日和近日的空气质量，具体指
标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及臭氧等，并可查看未来几天内空气状
况的预测报告。

其中， 可吸入颗粒物是最受关注的一项内
容。具体指标按照 2005年 1月生效的欧洲微尘
极限标准规定，粒径小于 10微米的细微尘颗粒
的年平均值应低于 40微克/立方米；日平均值应
低于 50微克/立方米，如出现日平均值高于该值
的情况，每年不得超过 35 天。其中，粒径小于
2.5微米的细微尘颗粒（PM2.5）更容易通过呼吸
进入人体在肺泡中沉积。德国更是自 2000年就
开始了针对 PM2.5的监测， 自 2011年 8月起，

PM2.5的监测观测结果也开始向公众发布。

2017年 11月 16日，欧洲环境署和欧盟委
员会发布了欧洲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

这一空气质量指标每小时都会不断收集来自
欧洲 2000余空气监测站的数据， 其中也包括
德国多地的数据。

在该地图上，不同地点被标以浅绿色至暗
红色（代表 “非常糟糕”）不等的彩点，其中后
者意味着 5 种主要环境污染物，即臭氧、二氧
化氮、 二氧化硫、PM10和 PM2.5细颗粒等中，

至少有一项含量很高。该地图代表过去两天内
某一特定时间点的空气质量情况。当点击某一
地点时，可进一步查看其过去 100天内空气质

量的总结图表。不仅如此，点击“该国家环境状
况”链接时，还可了解这一国家的平均空气污染
状况，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

欧洲环境署主任表示，让民众了解具体空气
指标，使得他们向政府问责时有据可依，才能提
高城市的空气质量。他还指出，这一数据对考虑
搬到其他城市的居民来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各国共同参与海洋环境保护

德国地处欧洲西部， 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

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不仅为德国供给了足
够的矿产、油气、食物、药类等自然资源，还作为
旅游景点与海运码头，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和
众多人类活动密集的近岸海域一样，北海和波罗
的海也面临着严峻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

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德国、英国、法国等 14个
国家相邻，繁忙的海运和较高的陆源排放量使其
成为世界范围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海域之一。德国
对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拥有世界上较完备和
详细的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技术与科学研
究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 由 16个州、3个直辖市
组成。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职责划分由基本法规
定，实行立法统一、执法相互监督的原则，即立法
由联邦政府统一负责，执行分别由州政府和赋予职
能的联邦机构负责。 德国的海洋管理分区域进行，

离岸 12海里内海域由沿海各州政府实施管理，12

海里以外到 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由联邦政府执
行机构负责。德国联邦政府涉及海洋环境管理的部
门主要包括联邦环境自然保护、 建设与核安全部、

联邦运输和数字设施部以及联邦食品与农业部。

德国位于欧洲中心位置，濒临的北海与波罗的
海邻国众多。由于海洋的整体性、流动性和无边界

性， 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势必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

德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依据包括国际公约、

欧盟指令与区域性协议以及国内法律三个层次。

德国积极加入全球海洋环境保护公约，认真
履行义务，主要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持续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野生
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公约。

欧盟的各项管理指令也对德国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环境保护与治理是
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发展最快的职能领域之一，通
过综合管理手段，欧盟成功地打破了海洋环境保护
方面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 减少了不同法律、规
则、协议之间的交叉、重叠与冲突。同时，德国也积
极组织和参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区域性海洋保护
协议，如波罗的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协议、东北大
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协议、瓦登海三边保护协议等。

此外， 德国联邦政府在本国内部也制定了一
系列的法律及战略决策， 包括联邦自然保护法、

联邦水环境法、国家海洋保护战略、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等。

保护协调委员会
制定监测计划

为了对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进行统筹管理与
指导，2012年起，德国联邦与州政府达成协议，建
立了北海与波罗的海联邦/州委员会。委员会下设
海洋保护协调委员会，主席由各州政府代表轮流
担任。尽管德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由多个部门和
机构负责实施，所有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都纳入
了联邦/州工作组的北海与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监
测项目，由海洋保护协调委员会统筹管理，制定
监测计划及相关规程与制度，并分配给各执行机
构具体实施。

海洋保护协调委员会下设 4个工作组，分别
为调查评估组、数据管理组、质量控制组与社会
经济组。调查评估组总体负责联邦和州的海洋环
境监测工作，包括监测项目的起草、配套文件的
支撑以及监测活动的实施，按照业务方向设置了
6个小组：底栖生物组、水文组、生物栖息地组、营
养盐与浮游生物组、污染与生物效应组、脊椎动
物组。 数据管理组主要负责开发系统和数据库，

以满足监测数据的储存与管理的需求。质量控制
组引入了 ISO/IEC 17025质量管理体系， 开展海
洋环境监测的内部质量控制与外部质量控制工
作，下设化学组和生物组。社会经济组主要研究
环境监测涉及的社会经济问题。

德国近岸海域的自然保护由沿海州政府负
责。12海里以外到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域由德
国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具有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
具有对该区域进行监测的义务，否则无法进行有
效的管理和控制。德国联邦政府的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与评估工作主要由海洋与水文测量局和自
然保护局负责，同时还会联合国内相关研究所和
高校，如莱布尼茨波罗的海研究所等。

海洋与水文测量局负责对波罗的海和北海
专属经济区内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状况进行监
测，同时也包括污染和营养盐状况、浮游生物和
微型生物生物多样性及海水放射性监测。目前海
洋与水文测量局的很多监测内容由莱布尼茨波
罗的海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自然保护局负责对波罗的海和北海专属经
济区内的底栖生境、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等脊椎
动物以及入侵物种进行监测。同时自然保护局负
责自然 2000 网络的海洋保护区选划与管理工
作、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压力评估工作以及海洋生
态保护的政策研究等。

（吴越 摘编自新华网、欧洲时报网、北极星
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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