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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沿雪峰山脉， 从隆回的
屏风界、 新化与新邵交界的
观音山， 至城步的三十六渡
河一线， 是我省候鸟过境的
西线通道。

沿罗霄山脉， 从炎陵的
牛头坳， 至桂东的铁山和寒
口一线， 形成了我省候鸟过
境的东线通道。

过境我省的常见候鸟有
鸢、环颈雉、灰背隼、红腹锦
鸡、红脚隼、红隼、东方角鸮、
小鸦鹃、苍鹭、池鹭、白鹭、鹌
鹑、秧鸡、斑鸠等100多种。

物候谚语云：“中秋百鸟过山坳，霜
降老鸹一群群。”白露以来，湖南境内雪
峰、武陵、罗霄山脉的鸟道隘口，正上演
一幕幕众鸟翔集南迁的壮观大戏。

据各地候鸟监测点记录， 最近一
周，铁山、寒口、南风坳（蓝山境内）、牛
头坳、 屏风界、 观音山等千年鸟道隘
口，均已发现大量候鸟过境。

红隼、大雁、野鸭、天鹅……一群
群来自遥远北方的候鸟，顺着气流，飞
过草原、沙漠、高山、湖泊，千里迢迢，
历经险阻，奔赴南方暖湿地越冬。

为了保护候鸟， 我省林业部门启
动“百日专项行动”。从8月20日至11月

30日，各地在鸟道隘口设保护站，由当
地林业、森林公安派人24小时值守，保
护候鸟平安过境。

林业部门向社会倡议：绿色湖南，
与鸟为邻；候鸟南迁，自由飞翔。

中部鸟道在湘一分为二
8月初，来自西伯利亚的北方气流

从高空吹过，微带几分冷峭。 内蒙古草
原的候鸟群就知道，南迁的时候到了。

省林业厅野保专家王国平介绍，候
鸟迁徙总是很有规律。 春季从南向北，
由越冬地飞向繁殖地； 秋季从北向南，
由繁殖地飞向越冬地。 除非发生意外，
候鸟迁徙的时间、途径是年年不变的。

秋季， 北方候鸟在我国沿3条路线
南迁：东线沿大陆海岸线南下，至菲律
宾和澳大利亚；西线穿越青藏高原和四
川盆地， 进入云贵高原和南亚次大陆；
中部的迁徙路线则从内蒙古草原南下，
经江西、湖南，进入南亚和澳大利亚。

王国平称， 鸟类迁徙所经的大多
数省份都只有一条通道。 但湖南的地
势如同一个开口朝向北方的漏斗，不
仅让洞庭湖成为候鸟越冬的国际重要
湿地，而且中部千年鸟道过境湖南，又
一分为二， 形成东西两条候鸟迁徙的
重要通道。

湖南的东、西、南都是山脉。 从北
方迁徙来的候鸟， 沿着西面的武陵山
脉、 雪峰山脉和东面的罗霄山脉进入
湖南。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网中，雪峰山
脉和罗霄山脉因地处华中腹地， 且呈
南北走向，堪称候鸟迁徙的重要地标。

据省林业厅与湖南师范大学共同

完成的我省鸟类迁徙通道敏感点调
查，沿雪峰山脉，从隆回的屏风界、新
化与新邵交界的观音山， 至城步的三
十六渡河一线， 是我省候鸟过境的西
线通道； 沿罗霄山脉， 从炎陵的牛头
坳，至桂东的铁山和寒口一线，形成了
我省候鸟过境的东线通道。

研究调查发现，过境我省的常见候
鸟有鸢、环颈雉、灰背隼、红腹锦鸡、红
脚隼、红隼、东方角鸮、小鸦鹃、苍鹭、池
鹭、白鹭、鹌鹑、秧鸡、斑鸠等100多种。
人们常说的大雁、天鹅、鹤、鹳等体形较
大的候鸟，因为飞得高，却并不常见。

“由于天气偏暖，今秋候鸟过境湖
南的高峰期稍稍推迟。 ”省林业厅野保
处负责人介绍，直到中秋节前一周，千
年鸟道才迎来了大量候鸟群， 众鸟翔
集，蔚为壮观。 在一些隘口，鸟群甚至
与护鸟的联防队员擦头而过，高亢、清
越的鸟鸣，彻夜不停。

“百日行动”构筑安全通道
夜幕降临。 鸟群白天在林中休憩

后，夜晚在星辰的导航下继续南飞。 薄
雾升腾，气流回旋，鸟群缓慢飞抵隘口。

千年鸟道上的隘口， 曾令无数候
鸟“折翅”。 隆回的屏风界在当地就被
称为“打鸟坳”，炎陵的牛头坳又名“打
鸟岗”。 过去每到候鸟南迁时节，来自
四面八方的人，在山口点燃篝火、设置
强光灯，利用竹竿、张网，扑杀飞鸟牟
利，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为保护候鸟平安过境， 林业部门
今年从8月初开始，即部署保护候鸟的

“百日专项行动”。 省林业厅副巡视员

吴剑波介绍：“保护候鸟， 要从源头抓
起。 守护千年鸟道，关键举措就在于隘
口值守。 ”

沿着千年鸟道，我省确定桂东、炎
陵、新邵、隆回、新宁、城步、蓝山、道
县、新化、通道10县，在各个隘口设立
保护站， 今秋候鸟过境的100日内，由
林业、 森林公安与当地联防队员24小
时现场值守巡护， 并将情况每日上报
省林业厅。

炎陵县保护站就设在下村乡的牛
头坳。 9月16日晚，记者随当地森林公

安上山巡查。沿炎遂公路，行过70多公
里急弯险路， 才到达海拔1400多米的
牛头坳。

到达隘口时，天下起了小雨。 保护
站站长邱高飞说，下雨的夜晚，不会有
鸟来；久晴的夜晚，候鸟飞得高，只闻
鸟鸣声。 晴转阴的夜晚，薄雾笼罩，候
鸟低飞，特别要严防有人打鸟。

新建的保护站距隘口仅20米。 按
省林业厅的部署，站里每晚值班不少于
3人，至少有森林公安一名，配备警车一
台。 邱高飞告诉记者，以往有人在山上
打鸟， 森林公安从山下开车上来抓人，
打鸟人熄灭灯光就逃，很难抓住。今年，
值班人员24小时驻守隘口，8月20日挂
牌值守以来，没人再敢来打鸟。

从炎陵县往南，驱车120多公里山
路，即到桂东的寒口坳。 桂东境内的寒
口至铁山，低山高丘相连，形成了一条
宽约40公里、长约30公里的峡谷，是候
鸟从江西过境湖南的必经隘口。

桂东县候鸟保护站设在寒口坳岔
路口。 与炎陵县不同，这里的路口安装
了高清红外监控装置， 值班室24小时
监控山上5个路口的人员和车辆状况。
县林业局局长黄嘉荣告诉记者， 千年
鸟道在桂东“点多、线长、面广”。 构筑
候鸟保护的铜墙铁壁， 主要依靠一套
联动联防机制：跨县联防、站村联守、
部门联动。

寒口至铁山隘口，涉及桂东的3个
乡镇， 又都与江西遂川相邻。 跨县联
防，即桂东县与遂川县之间紧密联防，
24小时开通“护鸟热线”，联合执法，互
通情报，让打鸟的不法分子无路可逃。
站村联守隘口，24小时监控各通道，森
林公安与山上各个村的联防队， 夜夜
巡查，杜绝当地村民打鸟。 林业、公安、

工商、交通等部门联动，山上禁猎，路
上禁运，市场禁卖，餐馆禁食，真正做
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保护候鸟
平安南迁。

9月17日夜幕降临，记者随桂东县
护鸟巡查队上山巡查。 沿下铁山至大
石头一线，山道弯弯，雾霭朦胧。 正值
鸟群过境，阵阵鸟鸣，有的尖细，有的
粗闷，混杂一片。 转过一个弯口，远远
见到有灯光闪烁，巡查队赶了过去。 走
近一看，却是山腰的一处变压器坏了，
正在检修，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折返途中，接到增口乡金兰村村民
报告：有两车进山，往遂川方向驶去。县
森林公安局局长郭尚君立即电话通知
遂川方面：两车过境，严密注意，防止打
鸟。他叮嘱联防队员：“盯人、盯车、盯灯
光，牢牢盯住了，候鸟就安全了。”自8月
20日铺开护鸟行动以来，桂东县的涉鸟
案仅抓获一人，刚进山就被“盯”，属于
打鸟未遂，当事人被拘留。

保护候鸟首在知鸟爱鸟
一群大雁往南飞， 一会儿排成个

“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候鸟迁徙的“启蒙课文”，在无数

孩童心中播下善的种子。 而现实版的
千年鸟道，却让许多候鸟梦断隘口，留
下长长的哀鸣。

“保护候鸟，从长远来看，要坚持
春风化雨般的宣传、教育，唤醒全社会
爱鸟护鸟、保护生态的自觉意识。 ”吴
剑波称，近年来，湖南举办“爱鸟周”、
洞庭“观鸟节”，评选“全省十大护鸟卫
士”，宣传爱鸟护鸟；广大野生动物保
护志愿者也活跃在校园、村寨，倡导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们的生态保护意
识正在提高。 但与绿色湖南、生态文明
的要求相比，依然远远不够。

在炎陵县下村乡牛头坳， 记者见
到了当班值守的乡林业站站长沈忠
勇。 说起保护候鸟的艰辛，这位基层林
业站站长颇多感慨：24小时值守，保护
候鸟过隘口，只是治标；长久宣传、教
育、感化，增强全社会的生态责任感，
才能治本。

在沈忠勇发起下， 下村乡成立了
爱鸟协会，学校组建“爱鸟营”。 他一有
空就到“爱鸟营”，给孩子们讲鸟类的
故事：大雁家族既有中、壮年雁，也有
老、幼、病、弱。“人”字形的雁阵，头雁
最强壮，率先冲破空气阻力，消耗体力
最大， 跟在后面的雁群就轻松了。 这
样，头雁就保护了整个大雁家族。 他告
诉孩子们：在鸟的世界里，也像人类一
样，有爱、有亲情。

多年来坚持不懈宣传爱鸟护鸟，
沈忠勇2009年被评为“全省十大护鸟
卫士”。 他说，知鸟才能爱鸟，保护候鸟
得从娃娃抓起。

“小手牵大手，人鸟共家园”，这是
桂东县正在举办爱鸟活动的主题。 县
里专门拍了候鸟保护宣传片， 在县城
生态广场滚动播出； 县林业局举办认
鸟比赛、组织候鸟知识有奖抢答，让候
鸟保护知识进校园、进家庭。

不仅如此， 桂东县还以候鸟保护
为题材，拓展森林旅游内涵。 县林业局
正在制订森林旅游规划，沿铁山、寒口
一线，开发“听鸟走廊”,像洞庭湖冬季
观鸟一样，让旅客远远地“听鸟”，亲近
鸟、保护鸟。 县里将扶持一批绿色生态
农庄，推出观鸟、识鸟、爱鸟的体验游，
引来游客“寓教于游”。

“让昔日的打鸟场变成‘爱鸟场’，
让打鸟人变成候鸟知识讲解员。 ”黄嘉
荣说，如果能实现该目标，这将是保护
千年鸟道的治本之策， 更是一条人鸟
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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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以来，湖南境内候鸟迁徙通道的各个隘口，上演众鸟翔集南迁的壮观大戏。
我省林业、森林公安派人24小时值守隘口，为过境候鸟保驾护航———

4月 14日 ，
一对夜鹭在长
沙县星沙镇蹁
跹起舞。鸟儿们
迁徙、 求偶、筑
巢、繁殖、育雏，
为自然界增添
了无限生机。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8月19日， 桂东县候鸟保护巡查大队队员正从鸟岭坪岗保护点出发巡山护鸟。
（资料图片） 尚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