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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种多样的湿地上
我们留住了鸟儿……

我借了一辆工程皮卡，从四川成都出发，沿
213国道随岷江逆流而上。经都江堰，在汶川左
拐上317国道；过理县，穿越米亚罗，翻过鹧鸪
山，经刷经寺到壤口。沟谷渐行宽阔，松潘草地
的味道显现出来。翻过海拔4345米的查真梁子，
从长江水系进入黄河水系，也就真正进入若尔盖
高原湿地的范围之中。

若尔盖是包括鸟类在内的众多野生动物的家
园。仅以鸟类而论，目前若尔盖地区 （包含相邻
的部分峡谷林区） 记录有鸟类近390种，尤以雁
鸭类为代表。大面积的沼泽湿地和湖泊为众多雁
鸭提供了良好的繁殖场所。目前在若尔盖地区记
录雁鸭鸟类有 19 种，灰雁、斑头雁、赤麻鸭、
白眼潜鸭、赤嘴潜鸭、赤膀鸭、凤头潜鸭、绿头
鸭等都有较大数量级的繁殖规模。除此之外，白
骨顶、普通燕鸥、棕头鸥、红脚鹬、牛背鹭等一
众水鸟在若尔盖的数量也极大。

当然，若尔盖最具代表性的水鸟当属黑颈
鹤，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若尔盖每年大约有
2000 至 3000 只黑颈鹤栖息，约占全球黑颈鹤存
数的 1/3左右。若尔盖高原湿地分布的黑颈鹤也
被称作东部种群，是黑颈鹤最大的繁殖地之一。
因此，要观赏黑颈鹤繁殖和度夏，若尔盖是绝好
的观鸟地。

除了繁殖水鸟，还有一些迁徙路过的水鸟或
漂鸟也值得留意。如每年有不少数量的黑鹳迁徙
路过若尔盖湿地，有些会逗留较长的时间。目前
记录过最大的一群黑鹳在尕海，达 460 只以上。
此外也会有少量的灰鹤迁徙时节会路过若尔盖并
停留。鸻鹬类，则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类群，目前我
们记录有鸻鹬 20 多种。铁嘴沙鸻、翻石鹬、弯嘴
滨鹬、长趾滨鹬这些鸻鹬在花湖等浅水滩地偶有
见到。如果运气好，还能见到彩鹮和东方白鹳。

对于平均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而言，很多人
可能会认为若尔盖的观鸟季只能在春、夏、秋。
殊不知若尔盖因为地热资源丰富，有很多水域冬
季并不结冰，一些河流照常流淌。每年冬至前
后，大天鹅从蒙古国北部的特尔金白湖一带来到
若尔盖越冬。从热尔大坝花湖周边到尕海附近的
郭茂滩，都能见到大天鹅的身影。由于高原水域
大面积封冻，绿翅鸭、绿头鸭、鹊鸭、赤膀鸭、
赤麻鸭、针尾鸭、普通秋沙鸭等鸭子密密麻麻地
挤在有限的水域，反而比夏季更显气势。即便是
在一些比较狭小的溪流，也会有普通秋沙鸭、赤
麻鸭、普通燕鸥等鸟儿溜达，甚至还可能与孤沙
锥来个不期而遇。假如运气再好一些，还有机会
在草原铁丝围栏的木桩上见到白天出来觅食的四
川林鸮。

阳光熹微，初夏的暑热刚刚开始，我骑着自行
车，从杭州城西行，在一个个鱼塘中间的土路穿
过，带着孩子去西溪那边一个叫深潭口的地方。这
里的人世代生活在水边，傍水而居，水道纵横，家
家户户都有船，嬉水划船就跟我们走路骑车一样平
常。每年的端午节，民间有赛龙舟的风俗。深潭口
的水泥桥下是龙舟竞渡的集中点，中午 12点，四面
村子的一条条龙舟穿梭而来。“满天装”“半天装”

“赤膊龙船”都有。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看船的、划
船的都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西风乍起，西溪的好时节来了！秋色连波，波

上寒烟翠。远处小船悠悠，水边芦苇纯白如雪，秋
柿红如火焰，秋水怡人。河边遍植柿子树，一树树
的红柿子，鲜艳欲滴，甜得沁人肺腑。游客大快朵
颐，众多的小鸟也开始享用柿子大餐。

再过些日子，普通鵟来了，芦花也开了，极负
盛名的秋雪庵到了最美的时光。“秋雪芦花”一直是
我心目中的第一美景。在蒹葭深处的秋雪庵，四周
遍植的芦苇随风摇曳，一到深秋即飞花如雪。白腰
文鸟和斑文鸟结伴在芦花上觅食，若是有几只白鹭
掠过水面或芦花，真是一幅极美的花鸟画。

冬天去湿地走走，蓝天和白云下，抬头看得到
点点喜鹊巢和其他不知名的鸟的巢。成群的野鸭飞
过，已经不用担心它们的栖息地消失，因为西溪湿
地 90%以上的区域都是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
实行了相对的封闭保护，只有部分对游客开放。大
部分的湿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家园。

春夏之交，位于甘肃盐池湾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的党河湿地水草生长茂
盛，为以鸟类为代表的多种野生动物提
供了丰盛的食物来源。这时，候鸟由南
方飞来，党河湿地阳光明媚，百鸟翔集。

每年到达党河湿地的水鸟有数万
只，除一部分继续北迁以外，大多数则
停留下来生儿育女。其中，黑颈鹤、斑
头雁、赤麻鸭和骨顶鸡等是较为容易观
察到的繁殖鸟类。

党河湿地是黑颈鹤赖以生存的重要
地区，也是该物种在地球上分布的东北
缘。每年 3 月中下旬，黑颈鹤如约而
至，在湿地区域觅食、休息和繁殖。研
究发现，这一区域的黑颈鹤是一个相对
独立发展的种群。除黑颈鹤，党河湿地
还记录有灰鹤和蓑羽鹤等多种鸟类。

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的七星河湿地处在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通道上，而且是众多迁
徙水鸟向北迁徙路途中在中国境内最后的停歇
地和能量补充地。广沃的农田、丰沛的水草、
丰富的鱼类资源使七星河湿地成为鸟类补充体
能的天然食场。每至春回，多达十余万只的白
额雁、鸿雁、灰雁、豆雁等雁群汇聚于此，为
进入西伯利亚繁育地做好优良体能准备。雁阵
恢宏，遮天蔽日，持续时间长，场景壮观。

近几年，在七星河湿地内陆续发现了鸿雁、
灰雁、豆雁的繁育鸟，种群量多达20余只。可见，
七星河湿地逐渐成为雁类理想的繁育地。

七星河湿地内低河漫滩，河湖相连，泡沼
密布。湿地内无论在河湖内、堤坝旁、绿化树
上以及自然形成的草岛、飘筏上都能近距离看
到众多的猛禽、涉禽、游禽、陆禽、鸣禽、攀
禽等，如金雕、玉带海雕、普通鵟、鹰、鹞、
隼、丹顶鹤、白枕鹤、白鹭、草鹭、苍鹭、环
颈雉、震旦鸦雀、黄鹡鸰以及天鹅、雁类等，
有众多的红嘴鸥、海鸥、灰翅浮鸥等鸥鸟。七
星河湿地内铺天盖地、群翔集聚的鸭类，多达
10余种，最大的鸭类混群一次性可见多达几万
只。优美的自然生境和微景观，为黑龙江自然
旅游提供了优良的观赏地，为生态学类专家学
者提供了科研教学基地，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
天然的片场。

我乘坐的快艇在江苏泗洪洪泽
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迷
宫中穿行，不时惊飞一群群鸭子。
开船的师傅是在湖区长大的，他看
着那些飞起来的鸭子说：“这是八
鸭，那是六鸭……”我们听得一头
雾水，这是什么命名法！

原来，从前洪泽湖边的人，要
将打到的鸭子装入箩筐。“八鸭”
就是一箩筐能装下8只，是体型最
小的鸭子，应该就是绿翅鸭了；花
脸鸭大一点，就是“六鸭”。渔民
们用这种方法来给鸭子命名，具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如今这里是国家
级保护区，百姓也知道这些野鸭不
能打了，公然盗猎和售卖的事情已
经极少遇到。

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江苏泗洪县东南，总面积约 5
万公顷。2006年2月，该湿地被国
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内陆淡水湿地
生态系统和其他野生动植物、鱼类
产卵场、下草湾标准地层剖面。国
家Ⅰ级保护鸟类有大鸨、东方白
鹳、黑鹳、丹顶鹤4种，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26种。
清晨，沿着洪泽湖湿地公园走

一圈，天空中就已经很热闹，鸭子
们的鸣叫响彻天空。这里能见到更
多的斑嘴鸭、绿头鸭。为了好好地
观赏，我们沿着湖边的小道，悄悄
钻进芦苇中，不过鸭子们太警觉
了，只要我们从缝隙里露个脸，它
们马上逃之夭夭了。

湖边不时闪过一幢幢飘在水上
的船屋，这些船屋曾经是渔民居住
的地方，也有一些水上餐厅。用望
远镜查看，可以看到这些船屋正被
逐步拆除。随着洪泽湖退圩还湖工
程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渔民告别了
祖祖辈辈的水上生活，来到岸上定
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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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是鸟儿的迁徙季，也是东方白鹳的繁殖季节。傍晚时分，在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东方白鹳和鸬鹚整齐排列在输电线杆上，远处就是观鸟亭。（2021年3月23日拍摄
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胡友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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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海黄河源区的扎陵湖和鄂陵湖作为国际重要
湿地，不仅对鸟类有重要意义，周边还生存着青藏高原
典型的植被，生活着各种兽类、鱼类，也是当地牧民赖
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大鵟和猎隼是这个区域最常见的猛禽，在黄河源广
布，以至于保护区的观察台也被大鵟占据筑巢，成了

“湖景房”。人们通过设置招鹰架增加大鵟繁殖，从而控
制鼠兔的数量，用食物链控制方式替代之前用鼠药灭鼠
兔的办法。招鹰架上的大鵟和猎隼实际是在守护着牧民
的草场。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正式建立和对全世界逐步开
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着国际重要湿地的
生态之美，国家公园的壮美。

扎陵湖-鄂陵湖

湿地
惠 营文/图

扎陵湖-鄂陵湖

湿地
惠 营文/图

2月2日是第26个“世界湿地日”。
2022 年对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特殊

的意义。在加入 《湿地公约》 30周年之际，湖北
武汉将在11月承办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此
次会议与今年的“世界湿地日”选用了同样的主
题：“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与 2021
年在中国举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4 次会议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CBD COP15） 目标一脉相承，表现出在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全球对世界未来发展目标
的一致性和相互关联。

《湿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
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鸟类尤其是水禽，既是湿
地多样性环境的组成部分，也是湿地质量的标志。
环保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呼吁保护湿地；现在，人们
则从可持续的未来生活角度，更加切实相信应该将
湿地——哪怕是人工、暂短浮现、毫不起眼的那片
沼泽以及那些以此为家的生灵——视为我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这远不止是生态保护的成果，更可
视为文化智慧、途径和留给未来的遗产。

中国分布着世界上 90%以上的湿地类型。在
多种多样的湿地景观上，开展了大量的专业实
践，有着漫长的社会共识演进过程。向世人提供
经验和思考，是中国人的责任。此时，世界遗产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仍将是梳理曲
折、衡量水平的一项可靠基准。

2022 年，我们还会与更多的湿地和候鸟相
遇。“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开始进
入关键阶段。这一遗产项目符合世界遗产第

（X） 项的生物多样性标准，是中国首个、全球第
二个潮间带湿地遗产。这些遗产地全都处于人口
比较密集、交通十分便利的沿海地区，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周围有京津唐和“长三角”
城市圈。在全球人口密集、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开
展自然遗产保护，这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借鉴示例意义。

再 过 数 十 年 ， 当 人 们 回 溯 “2021”“2022”
时，也许会更清晰地以“遗产”来看待我们亲身
经历的这段变化：社会处于一个跨越式发展进程
中。人们不再将保护自然视为专业、小众、只与
环保相关的“事情”，而是在全局的、共同的文明
观下，将自然、资源、日常的衣食住行、智慧成
果放在一起重新融合并寻找其中的文化关联。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1月19日发布的《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国

际重要湿地分布有湿地植物2258种，湿地鸟类260种；生态状况总体保持

稳定，总体水质呈向好趋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进一步提高。

湿地：
已是我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齐 欣

扎陵湖和鄂陵湖区的大鵟。

本版图文均选自《中国鸟类观察》

洞庭湖湿地中的小天鹅。

我自己观鸟之余，作为指导老师，我也组织孩子们
去观鸟。

那年2月的一个黄昏，我带着30多名十多岁的孩子
来到湖南的洞庭湖畔。彼时湖水退得差不多了，大部分
滩涂露出水面，满眼都是盛开的委陵菜，开着小星星一
样的细黄花。太阳倾斜在西边，蔚蓝的天幕中夹着一团
火红。一队又一队鸬鹚从那片火红里穿过，后面是豆
雁、小白额雁、灰雁。最后，苍鹭在那片火红的晚霞中
划上一道W形的长线。所有的鸟都放声高歌，歌声充满
对这片湿地的赞美和不舍，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

孩子们坐在草地上关注着这一壮美的景象——大家
不得不坐着，鸟儿实在飞得太低了，好像要擦到我们的
脑袋。如今，那些孩子们有的进了大学，有的走向了社
会。无论岁月如何变更，洞庭湖的这个美好黄昏，将永
远定格在他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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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湾党河湿地上的鸟类盐池湾党河湿地上的鸟类。。 孟根朝力孟根朝力摄摄

大山包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昭
通市隆阳区，平均海拔约 3100 米。
大山包于 2004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来 这 里 越 冬 的 黑 颈 鹤 数 量 众 多 。
2020 年 11 月 30 日数量达到了 1938

只，创下了历史最高。
天亮后黑颈鹤醒来，这时它们

很喜欢高声鸣叫，然后以家庭群为
单位陆续起飞，前往周边地区觅
食。如果清晨有雾的话，外出时间
会延后。觅食范围超过 100 平方公
里，占整个保护区范围的一半以上。

黑颈鹤一般会以家庭群为单位
分散到周边的亚高山草甸、沼泽草
甸和农田中觅食，偏爱的觅食地点
也有季节的差别：在越冬初期喜欢
去取食农民收获后残留在地里的土
豆、蔓菁以及荞麦、燕麦的种子；
当这些残留农作物减少后，它们会
去亚高山草甸、沼泽草甸这些天然
植被中取食野生植物的根茎；而到
了农民春季播种时节，黑颈鹤会到
耕地中吃刚播种下的土豆块茎以及
谷物种子，这时甚至能看到农民在
前面播种，黑颈鹤跟在后面啄食的
场景。

大山包湿地
白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