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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昊天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天鹅洲长江
故道，就是这样的一片水域。它曾
是长江一部分，由于长期水流冲刷
的作用，上世纪 70 年代，滔滔江水
最终挣脱束缚，经过自然的“裁弯
取直”形成新的通道。原来的江段
逐渐与长江隔绝开来，成为长江故
道。这里的水质和长江水质状况相
近，水中鱼类资源丰富，我们不愁
没吃的。
1990 年 11 月，在科研人员的帮
助下，包括我爷爷奶奶在内的第一
批 5 头长江江豚，从长江干流搬迁到

总面积 217.7 平方公里。
这些年来，为了让我们在这个
新家安心生活，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和科研工作者们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们会定期到故道开展种群普查，
为我们做体检，监测我们的身体状
况和生存环境，给我们喂食、治
病、护理；成立了专门的巡护队，
10 多名江豚巡护员每两人一组，通
过步巡、车巡、船巡等方式，日夜
守护在保护区沿线，防止不怀好意
的坏人前来偷捕。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 2008 年初
的那场冰雪灾害。那天深夜，气温
骤降，整个湖面几乎全部结冰，我
和同伴们没法到水面换气，只得不
停地用脑袋顶破冰层，许多同伴撞
得头破血流、伤口感染。
正当冰层越来越厚，我们快陷
入绝望之际，保护区派来的破冰船
突然出现，将坚硬的冰层劈开一道
口子，我们纷纷跃出水面，大口呼
吸着新鲜空气。几天后，一批科研
人员将我们捕捞上岸，为我们涂抹
药水、注射消炎针剂和抗生素，开
展全面体检、治疗。后来，22 头受
伤江豚全部康复，其中 5 头怀孕江
豚，后来都顺利生产。
有一段时间，一些居民在故道
周边搞围湖造田，导致湿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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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和鱼类资源减少。近年来，保
天鹅洲长江故道中。此后 3 年，陆续
护区开展的巡护监控、季节性水体
又有 10 余头江豚来到故道生活。爷
交换、修复湿地、搭建人工鱼巢等
爷奶奶说，这里除了水域面积小一
保护措施不断完善，水生生物栖息
些，其他方面都跟长江里差不多， 环境得到修复，我们的食物不仅来
而且人类活动比干流少很多，可以
源越来越多，品质也越来越好。
不受干扰地栖息、繁衍。
这两年，保护区还引进了智能
1992 年 10 月，湖北长江天鹅洲
监控设备和无人机，在重点区域安
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批成立， 装水下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建立起
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外来户”，终
巡护监控网络。有了这些先进的
于有了自己的新家。保护区位于湖北 “黑科技”，我们更有安全感了！
荆州石首市，范围包括 89 公里长江石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
首江段和 21 公里天鹅洲原长江水道， 者的悉心守护和照料下，经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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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船只的噪声扰乱了我们的
声呐系统，让我们在水中迷失方向，
甚至被卷入螺旋桨中丧命；锋利的钓
钩时常将路过的我们割伤，而密不透
风的丝网则会将我们缠入其中，越挣
扎越紧，最终窒息而死；不经处理就
排出的工农业污水和垃圾，污染了水
质，使得我们生病；水利工程建设中
的野蛮施工、炸山炸石，直接威胁到
我们的生命……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
的种群数量曾经下降到 2012 年的千
余头。2021 年 2 月，新修订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
我们“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
虽然“升级”了，我却高兴不
起来，它意味着我们的种群已经到
了濒危的数量。作为长江水生态系
统的旗舰物种，我们的身体非常敏
感，对栖息环境和活动空间的要求
都比较高，被称为长江健康状况的
“晴雨表”。我们种群数量的变化，
已经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为了加强对我们的保护，从上
世纪 80 年代起，科学家逐步探索就
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
保护策略。其中，迁地保护，就是
把我们搬迁到人类活动较少，且生
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域，建立迁
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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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繁衍生息，我们的种群数量从
最初的 5 头，增加到了今年初的 101
头。在这期间，我也出生了，现在
我们一家已经是“四世同堂”的大
家庭。
小伙伴们多了起来，湖里面的
鱼却有点不够吃了。为了减轻故道
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2021 年 4 月
下旬，科研人员对我们进行“豚”
口普查和全面体检后，挑选了 18 头
身强力壮的小伙伴，通过专业车辆
和护理人员护送到何王庙故道、湖
北洪湖老湾故道等多个迁入点。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去
“开辟新的根据地”了。最近几年，
天鹅洲保护区已经向全国各地的 5 个
迁地保护地输出江豚 24 头，成为长
江江豚迁地保护种源输出的重要基
地。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家，生
活越来越好，全国迁地群体总量已
超过 150 头。
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不断加强，长江江豚保护措施、机
制不断完善，不仅是在长江故道，
在长江干流，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愈
发活跃起来。在我们天鹅洲故道隔
壁的长江石首段，常年栖息着 20 余
头江豚；在长江中上游的宜昌、武
汉，下游的江苏南京等多地，市民
目击我们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很多
人说，“微笑天使”回家了，其实这
是我们在向你们打招呼问好呢！
现在，我们种群的数量正在慢
慢得到恢复。我们真诚地希望和人
类成为永远的好朋友，世世代代和
谐共生、友好相处。期待未来，不
仅是我们的种群，长江里面其他珍
稀水生生物种群都能不断恢复，为
这条美丽的母亲河增添更多生机与
活力，让它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最
后，热忱地欢迎您，有时间来湖北
石首实地走走看看，亲身体验“中
国江豚之乡”的别样魅力！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长江江豚
2022 年新年
图①：为保护长江江豚等珍稀
生物，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
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方案，照明灯光
采用的是护栏灯不直射江面，以减
少对江中水生物的影响。
王 耿摄 （人民图片）
图②：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
江江豚在水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图③：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长
江库岸线上，树木花草成为一道生
态风景线。 王 罡摄 （人民图片）
图④：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西
陵区镇江阁外逐浪嬉戏。
雷 勇摄 （新华社发）

保护人类自己
保护江豚就是

尊敬的人类朋友：
您好！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
和小伙伴们在长江湖北石首段北岸
的一个月牙形的半封闭湖泊中快乐
地嬉戏、遨游。这里没有频繁来
往、发出巨大轰鸣的航船，没有五
花八门的渔具和钓钩，只有日夜守
护着我们的巡护人员。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全国首个
长江豚类迁地保护区——湖北长江
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叫长江江豚，是一种生活在
长江流域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听
长辈们讲，我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
了 2500 万 年 ， 被 誉 为 “ 水 中 大 熊
猫”，长江生态的“活化石”。
很多年前，我们的种群定居在
烟波浩渺的万里长江中下游以及与
之相连的洞庭湖、鄱阳湖。那时
候，我们时常三五成群，在江里上
游下窜，以小鱼小虾为食。时不时
探出水面换气，用标志性的“微
笑”，向岸边的人们友好地打个招
呼。由于我们憨态可掬的样子，你
们人类也会俗称我们为“江猪”。
后来，这一切慢慢发生了改
变。原本平静的江面上，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船只，渔船、货船、轮船……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我们的生存
开始受到威胁：

一看到“熟人”，就忙不迭地游
到水边讨鱼吃；旁边有“生人”，则
会提高警惕，在水里上蹿下游“打
游击”……虽然早就听说江豚的智
商高，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
想象这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哺乳动物
是如此地通人性。
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记者见到了 54 岁的
丁泽良，他曾经是当地的一名渔
民，如今成了江豚的专职“保姆”。
为了照顾好人工养殖网箱里的两头
父子江豚，他不仅每天坚持喂食，
还要负责记录江豚的身体状况、生
存习性和水质环境等指标，为科学
家研究、保护江豚提供参考。
将部分江豚迁移到人类活动较
少且适宜生存的半自然水域中，通
过自然放养或者人工饲养的方式加
以保护，就是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
员和科研工作者主要做的工作。
长江中江豚数量减少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无节制地渔业捕捞导致
江豚食物来源的减少。此前人们发
现，死去的江豚胃里往往空空如
也。长江 10 年禁捕的实行，不仅让
母亲河得以休养生息，也为江豚等
珍稀动物提供了宝贵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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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里，江豚妈妈洋洋和小江豚
在水中游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长江江豚给人类的一封信

如果要给生态环境找几位监测
员，那长江江豚一定会是其中的一
员，它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标志性动
物，其兴衰昭示着整个长江淡水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
长江江豚是长江特有的古老而
珍稀的生物，不仅是长江中现存唯
一的水生哺乳动物，也是全球唯一
的淡水江豚。长江江豚性情温和，
嘴部弧线天然上扬呈微笑状，因此
也被称为“长江的微笑”。
对许多生活在长江边的人来
说，曾见过的“长江的微笑”一度
几近消失了。
受长期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长
江江豚种群快速衰退，目前仅 1000
余头，2021 年 2 月被列为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国际自然与自然资
源保护联盟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已
将长江江豚列为“极危”物种。
保护长江江豚意义重大，长江江
豚的锐减，不仅关乎这一个种群的发
展，更是长江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
号，
“长江的微笑”的一举一动，直接
反映着长江生态的健康状况。
留住“长江的微笑”，实在刻不
容缓。
目前，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人工繁育保护是保护长江江豚的三
种主要方式，其中，就地保护重在
采取措施为长江江豚营造良好的野
外繁衍生息的空间，人工繁育主要
通过科学研究为江豚保护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而迁地保护则是将长
江江豚人工迁移到适宜其生长的水
域，帮助长江江豚实现种群扩增。
这里面，迁地保护是“保种”
之举，也是目前挽救长江江豚最直
接有效的措施。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
局部水域长江江豚的生长状况得到
了改善，但我们也要看到，长江江
豚极度濒危的状态并未改变，特别
是长江江豚就地保护存在空白区，
迁地保种存在“全军覆没”的风险。
因此，保护江豚，不能止于江
豚本身，而是要把江豚作为一个着
力点、一个支点来保护长江整体的
生态环境。只要长江整体水环境保
护好了，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恢复
了，长江江豚自然也就好了。
近些年，长江江豚频繁见诸报

让长江的微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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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令人欣喜的是，人们对江豚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深。随着人们生态
环保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长江江豚保护当中。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长江沿线各城市长江江豚
相关保护协会、组织已达上百家，
大家关心关注长江江豚的信息，进
一步提升了长江江豚的存在感。
如今，“长江的微笑”又重新出
现在长江岸边的居民视野之中，我
们期待，通过持之以恒的保护，未
来长江水生态环境变好的时候，越
来越多“长江的微笑”能够回迁到
长江干流里面，在江上抛头露面，
与岸边人共舞。

新征程·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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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江流域 332 个水生生物
保护区之一，天鹅洲保护区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就实施了全面禁捕。周
边 500 多名渔民上岸转产，其中有
不少人和丁泽良一样，从捕鱼人转
型成了护豚员，还有的加入了保护
区巡护队。
巡护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
事：巡护队员们每天要围着保护区
巡护上百公里路程，检查有无偷捕
情况，仔细搜寻水下可能隐藏的各
种非法渔具。他们的腿和手臂会不
时被植物刮伤，后颈被太阳晒伤，
甚至还会与偷捕者发生冲突。巡护
队员还遇到过有人在他们必经之路
上撒钉子，扎破他们摩托车的轮
胎，以此来妨碍他们的巡护工作。
再大的困难也抵挡不住广大人
民群众保护长江、爱护江豚的决心
和意志。经过这几年的保护和禁捕
工作，非法捕捞现象已大为减少。
同时，通过开展保护区生态修复，
每年增殖放流各种鱼类上千万尾，
江豚生存环境不断改善。
在岸上，当地政府引导农民调
整产业结构，改变以往粗放的生产
经营模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水直
排，通过产业转型来带动生态转型。
随着野外水域环境的改善，将
人工饲养的江豚放归自然逐渐提上
了日程。人工饲养与繁殖只是一个
暂时的保护手段，野外才是它们最
终的归宿。2020 年 7 月，世界上首
头网箱饲养繁殖的江豚“贝贝”，在
经过“野化训练”后，被释放到天
鹅洲故道中，以进一步检验人工饲
养长大的江豚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并
参与种群繁殖。
江豚是长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
典型代表。我们保护江豚，不仅仅
只是保护这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
更是在保护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最终也是在保护
我们人类自己。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