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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夏，我们在夏堃
堡的家中拜访了这位见证了
新中国环境外交事业起步与
发展的重要人物，虽然已经读
过他的自传，但是听他亲口讲
述自己的环境外交生涯，看着
他摩挲着自己从非洲带回来
的心爱木雕，无数鲜活且鲜为
人知的历史得以重温。

比如，1992年6月在巴西
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是人
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
议。夏堃堡参加了这次会议
的整个筹备过程，却少有提起
参加环发大会筹备会议的艰
辛：“除全体会议以外，大会还
有各种各样的磋商小组、文件
起草组、地区组等的会议，中
国代表团10多人分别参加不
同小组的会议。由于各国在
谈判中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谈判往往非常艰苦，经常持续
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第二
天休息一两个小时就要回到
会场参加会议。”

2003年9月19日，夏堃堡
成为联合国环境署首任驻华
代表，成为联合国驻华机构代
表中的第一个中国人。夏堃
堡对记者说，在这个岗位上做
的特别使他感到骄傲的一件
事，是为推动“绿色奥运”的实
施所做的工作。但到北京奥
运会开幕时，夏堃堡已经退
休。他回忆说：“环境署的这
个报告被散发到世界各国，打
消了许多运动员和其他奥运
会参加者对奥运期间北京环
境质量的疑虑，为奥运会的巨
大成功做出了贡献。”

夏堃堡从小喜爱文学，梦
想成为作家。2004年退休后，
他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环
境外交官手记》《环境外交官
纪事》《绿色的行程—联合国
环境署履职日志》三部纪实文
学作品和散文集《绿色之旅三
十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于2018年6月26日批准夏堃
堡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
作家梦终于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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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堃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驻华代表。
曾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副秘

书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常驻代表委员会副主
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能力建设部主任等职。

中国“环境大使” 夏堃堡：

有幸在中国环境外交事业起步时
相交中外 为国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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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德哥尔摩宣言》
1972 年 6 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11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产生了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
摩宣言》）和《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两个
文件。

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化工部副部长唐
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后来成为
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的曲格平是代
表团中一名重要成员。中国代表团积极
参加了大会的活动，推动了上述两个文
件的产生。

斯德哥尔摩大会对全球的环境保护
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推动了全球
环境机构的建立。当年召开的27届联合
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主管全球环境保护工作，并决定将
联合国环境署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2、“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
198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992年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以讨论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措施。

从内罗毕第一次筹备会开始，形成
了“77国集团和中国”这样一个机制。在
之后的几次环发大会筹备会议期间，中
国代表团一直和该集团的成员紧密配
合，协调立场，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和环发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夏堃堡
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参加
了这一机制下的活动。

3、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178 个国家
的1.5万名代表与会，其中118个国家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大会。

环发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
和《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开放签署，并
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
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积
极参加了会议的谈判和讨论，为维护我
国和发展中国家环境和发展权益以及各
项协议的达成做出了贡献。李鹏总理出
席了大会的首脑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
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这次会议将环境与发展相联系，把
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的目标。会
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先后生效并实施，《防治荒漠化公约》
等多边环境协议先后签署并生效。国际
社会开展了许多合作行动，实施《21世纪
议程》。这次会议推动了全球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事业。

我国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
是一个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
领和计划。此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实施此计划，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将时光再倒回到上世纪60年代。
1960年，上海在全市高中生中“优

中选优”，选拔了36名留苏预备生，夏堃
堡就是其中之一。8月底，夏堃堡和其
他留苏预备生一起登上了火车，来到了
北京。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北京外国语
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之后去
苏联留学。

但事与愿违。1960年9月，留苏预
备部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召开大会，部主
任宣布，“苏联撕毁了我国向苏联派遣
留学生的协定。因此，教育部决定撤销
留苏预备部，大部分留苏预备生将被分
配到北外的各个系学习外语。”这样，夏
堃堡被分配到了英语系。

1965年，大学毕业的夏堃堡被外交
部录用，成了当年北外英语系应届毕业
生中10多名留英预备生中的一员。那

年夏天，他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实习，准
备一年后派往英国。但次年，那场史无
前例的运动开始了，留英也就成了泡
影。

1970年1月，夏堃堡被下放外交部
湖南茶陵“五七”干校，期间两次受伤。
1992年底，外交部湖南干校撤销，夏堃堡
被分配到长沙工作，在中南矿冶学院英语
师资班教了3年英语。1976年，他被借调
到岳阳化肥厂担任外国专家翻译。

1978 年 11 月，趁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夏堃堡调回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
环境化学研究所，负责外事工作。经历
了与家人9年的两地分居，他回到了北
京。他感慨万千地回忆说：“在儿子刚
出生时，我离开北京，到了湖南。在我
回到北京时，儿子已经9岁了。”

1985 年，在曲格平的支持下，夏堃
堡调入新组建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从此
正式踏上了环境保护事业的道路，从北
京到内罗毕，都有他为新中国环境外交
奔波的身影。

2004 年 8 月夏堃堡从联合国环境
署和国家环保总局同时退休。此后十
余年间，他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后改名
为环境保护部、生态环境部）科技委员
会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兼顾问、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咨询专家和同
济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他继续忙碌在
国际环境外交和国内环境保护舞台上，
为我国和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事业，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夏堃堡是我国环境外交最早的实
践者之一，也是我国环境外交最早的研
究者之一。

2016 年 8 月，他的理论著作《国际
环境外交》一书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
版。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授予夏堃
堡从事环保工作三十年纪念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柳青

夏老六十年一叹
“我一生的命运

完全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物速写

“夏堃堡同学：你被录取为留苏预
备生，请你于8月18日上午九时到上海
市教育局参加会议。”

1960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
建立的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
村的家里，甘泉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夏
堃堡接到由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
会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殊不知，命运正是以留苏预备生为
起点，将夏堃堡一步步塑造为了中国

“环保大使”，成就了他环境外交生涯的
诸多荣耀。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得益于
他及同侪的不断努力，开创出我国环境
外交事业的一片新天。

回望来路，夏堃堡极为感慨：“我一
生的命运完全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

新中国环境外交纪要

◀ 2008 年 4 月
16日，夏堃堡
（右一）和宋健
握手交谈。

◀1990年9月，
夏堃堡（右二）
陪同曲格平（右
一）进行外事活
动。

“他为国家环
保局的国际合作
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他是一名
优秀的环境外交
官，也是环保战线
上一名出色的工
作者。”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
尔摩举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斯德哥尔
摩大会是国际环境外交史上第一个重大事件，会议产生了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和《斯德
哥尔摩行动计划》两个文件。

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化工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
出席会议，后来成为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的曲格平是
代表团中一名重要成员。

斯德哥尔摩大会对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推动了全球环境机构的建立——当年召开的27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管全球环境保
护工作，并决定将联合国环境署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会后，我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和国务院
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环办），并作为当时
我国环保工作主管部门。此后，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从中央到
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站和环境
科学研究机构。

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芭芭拉·勃伦姆女
士应环化所所长刘静宜教授的邀请率团访华，夏堃堡负责
翻译和接待。时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的曲格平在北京与芭芭拉·勃伦姆举行了会谈，并陪同她访
问上海等地，夏堃堡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这是夏堃堡与曲格平的第一次接触。夏堃堡出色的工
作，让曲格平对其青睐有加。以后凡是有重要的外事活动
或出国访问，曲格平都要请他担任翻译。

1985年1月，曲格平局长将夏堃堡调入新组建的国家
环境保护局。对于这位在新中国环保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人，夏堃堡评价道：“曲格平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也是我国环境
外交事业的先行者，是我环境外交生涯的引路人。”

此后10年，是中国环保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
是国际环境合作和环境外交迅速发展的时期。夏堃堡是这
一时期国家环保局外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先后担任外
事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司司长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
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1992年6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为筹备联合国环发大会，国际上成立了联合国环发大
会筹备委员会，国内成立了中国参加环发大会筹备小组。
夏堃堡和外交部陈健、国家科委邓楠等一起，成为中国筹备
小组的主要成员。该小组负责我国参加环发大会对案的起
草和其他筹备工作。夏堃堡代表国家环保局积极参加了该
小组的活动，为我国参加环发大会的筹备做出了积极贡献。

夏堃堡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参加了所有四次联合国
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会议。按照中国政府批准的与会对
案，他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道，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坚持了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为保护
全球环境所需要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及发达国家要向发
展中国家以优惠和减让性条件提供技术等原则。

1996 年 9 月 12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任命书，
委任夏堃堡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代表。夏堃堡
于当年10月6日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任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环境领域的主要机
构，其任务是组织和促进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环
境署理事会是环境署的决策机构，由环境署成员国组成。
自197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成员。

环境署另一个理事机构是由各国常驻代表和副代表组
成的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理事会休会期间
行使职能，负责审议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准备决
议草案提交下一届理事会审议。

1997 年 8 月，在常驻代表委员会第 69 次会议上，夏堃
堡当选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当选这一职位。

夏堃堡在担任副代表期间，为促进环境署和中国的合
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协调和组织了数个环境署和中国的
合作项目，“长江流域洪水成灾因素综合治理”项目便是其
中之一。

1999年9月，经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推荐并经过
考核，夏堃堡被联合国环境署录用，出任环境署环境应急协
调员。这是环境署新设立的一个职位，是环境署负责此项
工作的最高级别官员，而夏堃堡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人。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联合国环境署充分认
识到她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环境状况
不仅关系到其本国人民的福利，而且对全球都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为了加强环境署和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我们决定在中国建立这个代表处。”

2003年9月19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在北
京亮马河南路二号联合国驻华机构内揭牌成立，这是联合
国环境署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处。联合国副
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在联合
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成立仪式上如是说。

特普费尔在仪式上任命夏堃堡为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
表。夏堃堡不仅是联合国环境署首任驻华代表，也是联合
国驻华机构代表中的第一个中国人。

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期间，夏堃堡起草了中
英两种文字的《北京奥组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谅解备忘
录》，代表环境署和北京奥组会进行了协商和谈判，并和环境
署总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进行沟通，推动双方就协议草案
达成了一致。2005年，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和联合
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特普费尔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此
后，一系列“绿色奥运”活动在此《备忘录》框架下开展。

2007 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北京 2008 年奥林匹
克运动会环境审查报告》。这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首次
认可的一项对奥运会所作的独立环境评估。这份报告对
北京在筹备 2008 奥运会期间所作的环境保护工作，包括
改善北京市的环境质量和场馆建设中贯彻绿色奥运的理
念等方面，作了充分肯定。

幸遇“引路人”

“曲格平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之
一，也是我环境外交生涯的引路人”

“他为国家环保局的国际合作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是一名优秀的环境外交官，也是环保战线上一名出色的
工作者。”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我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曲格平
曾如是说。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
斯·特普费尔评价他是“破冰船、最好的大使，是联合国环境
署与中国之间最好的纽带”。

他，就是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首任司长、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首任驻华代表、我国环境外交事业启动者之一的夏
堃堡。

前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宋健曾通过秘书写信
给夏堃堡说：“我和堃堡同志有幸参与了中国环保事业这
一进程的启动，也是历史缘分，无怨无悔。”夏堃堡对记者
说：“宋健的话使我感动。我主要参与了中国环境外交事
业的启动，他说得对，因为环境外交是环保工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2019年夏初，在北京家中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专访时，夏堃堡向我们讲述了他有幸参与中国环境外
交事业起步在内的诸多人生经历，并动情总结道：“我一生
的命运完全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幸为中外纽带

先任中国常驻环境署副代表，后当环
境署驻华代表

幸逢绿色奥运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国际奥委会历
史上首次认可的独立环境评估

1997年6月，夏堃堡于肯尼亚那库鲁湖。联合国环境署总部便设立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1998年5月，夏堃堡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1990年夏，夏堃堡（右二）陪同宋健（右一）进行外事活动。夏堃堡所著《绿色之旅三十年》。

夏堃堡所著《绿色的行程》。

2003年9月20日，夏堃堡于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门牌前。

2003年9月19日，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成立。

◀2018年5月，夏堃
堡被授予从事环保工
作三十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