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帅 168： 跟着大雁去迁
徙、 留住江豚的微笑、 洞庭问候鄱
阳、湘江连着赣江、美丽中国，让候
鸟飞等标语， 飘扬在湖南环保志愿
者前往鄱阳湖护鸟车队上。 让人感
受到志愿者力量， 让人看到了环保
的希望。

鄱阳湖之行， 在两天时间里跨
省举办博友沙龙和护鸟立碑，成了经
典案例，信息量很大，收获都不少。

@ 老桥 007： 鄱阳湖之行，和
大自然亲密接触， 护鸟营孩子们亲
手放飞候鸟的环节叫人感动。

@ 山鹰加错： 在环保这一块，
民间已经拉开了全国联动的序幕！

@ 青赣文斌：江西社会各界的
护鸟力量，咱们相约南矶湿地，共同
开启保护鄱阳湖候鸟新篇章！

@ 西米在： 跟着大雁去迁徙，

我们能放飞“环志”的豆雁，都感到
十分荣幸， 特别是想到在此前和之
后一直在候鸟保护前线的专家和志
愿者们， 你们已经或将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份工作， 我们会
一直关注！ 支持！ 怀挺！

@ 鄱阳湖护鸟网络：到南矶山
保护站参加跟着大雁去迁徙 02 号
碑的揭牌仪式， 听了感人的护鸟故
事，见到护鸟牛人，他们那对鸟对自
然的热爱， 不畏艰辛一如既往的护
鸟精神，让我们感触很深。护鸟网络
也会以此为榜样，加油！

@ 江财绿派低碳部：“跟着大
雁去迁徙”，湘江连着赣江，洞庭问
候鄱阳美丽中国，让候鸟飞，让我们
携手，共同保护鸟儿的家园。

@ 赵亮绿领：“跟着大雁去迁
徙”，鄱阳湖，听“黑豆”的迁徙故事！
一起守护候鸟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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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8 日， 大雁迁徙终点标
志“01”号碑在湖南洞庭湖核心区采桑湖举
行揭牌仪式。 刘东 摄

2013 年 12 月 8 日，在鄱阳湖畔竖立的
大雁迁徙终点标志 02 号碑。 文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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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来自全国各地 300 多名环
保志愿者和鸟类科学家带着对原生态的向
往，对环保事业的热忱，从四面八方汇聚在
中国最大淡水湖、 也是最美草原———鄱阳
湖，参加“2013 年首届鄱阳湖南矶湿地越
冬候鸟文化节暨‘跟着大雁去迁徙’02 号碑
揭牌仪式”系列活动。

珍禽王国

天下奇观引人入胜

“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一丛丛。
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 ”在蓝
天或夕阳之下，丛丛芦苇迎风摇曳，掀起鹅
绒绒的芦花，野趣横生，令人陶醉，美不胜
收。 虽还没到达江南属地最辽远、最壮阔、
最柔媚、最诗意的大草原，但心中的那份激
动早已按捺不住。12 月 7 日，本刊记者跟随
湖南环保志愿者们风尘仆仆赶往江西，参
加这个跨省环保行动。

“鄱阳湖畔鸟天堂，鹬鹳低飞鹤鹭翔；
野鸭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鹄藏。 ”一到
鄱阳湖， 本刊记者便忍不住在这片美丽的
草原上肆意奔跑。 伫立魂牵梦绕的鄱阳湖
畔，放眼望去是横无迹涯的芦苇，鸟儿们时
不时地在湖面掠过， 画写属于它们的人生
轨迹。 抛开大城市的喧嚣与烦恼， 置身于
此，犹如到了画中一般，美不胜收。

据了解，每年秋末冬初，有成千上万只
候鸟，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
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鄱阳湖越冬。 如
今， 保护区内鸟类有 300 多种， 达上百万
只，其中白鹤等珍禽 50 多种。

飞时不见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草。 据
悉，世界上现存白鹤仅有 4000 多只，一到
冬天 98%的白鹤与数十万的天鹅就会不约
而同地选择到鄱阳湖越冬， 英国菲利浦亲
王称其为“中国的第二长城”，可见候鸟聚
集越冬的场景何等壮美。

利益驱使

候鸟生存饱受威胁

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原本的“鸟类的天
堂”已日渐成为捕杀候鸟的猖獗之地。 本刊
记者在江西采访了解到， 鄱阳湖深处被不
法分子布设数公里长的“天网”，珍稀鸟类
无意中撞上这张“天网”就会横遭厄运，而
不法分子却以此牟取暴利。 针对鸟类的捕
杀，伤害和食物争夺的情形，各地一次次死
灰复燃的鸟市、一批批“前赴后继”的打鸟
人，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鸟类的生存环境。

在鄱阳湖南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 一双双带着白色手套的小手， 在爸爸

妈妈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将大雁托向天空，
放它们飞向更远的天空。 孩子们稚嫩的脸
上久久地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小小的身影
始终坚定朝着大雁飞翔的方向， 并小声地
询问身旁的父母：“大雁也会飞到自己爸爸
妈妈的身边吧！ ”

这是大雁放飞仪式现场令人感动的一
幕，10 多名来自湖南的小朋友在父母的陪
伴下，亲手放飞了“环志”大雁。

南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放飞的大雁是由工作人员在野外捕获，为它
们检测病毒携带等相关数据后，带上有特制
编码的颈环再放归大自然，用以研究其迁徙
方式、路线等。 之所以选择让小朋友放飞“环
志”大雁，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特殊形式，在
小朋友心中种下保护候鸟的种子，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候鸟保护中来。

立标志碑

民间保护网络渐趋成形

伴随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一块编号为
“02”的大雁迁徙终点标志碑竖立在鄱阳湖
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来自全国
各地 300 多名环保志愿者和鸟类科学家共
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立碑仪式。

“为大雁设立终点标志的主要目的，是

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保护包括洞庭湖、鄱
阳湖在内的‘华东鸟道’。 ”“跟着大雁去迁
徙”活动发起人、湖南知名微博网友周自然
对本刊记者说。 同时，让更多的人关注候鸟
保护，也是周自然的期盼与坚守。 他还介绍
说，“跟着大雁去迁徙”最初发端于微博，由
网友拍摄和上传大雁迁徙过程中的照片，
逐渐发展为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支持
下，选择代表性栖息地竖立终点标志。 2012
年 12 月，“01”号大雁迁徙终点标志在活动
发源地湖南洞庭湖核心区采桑湖率先竖
立。“03”号标志有望于明年设在西伯利亚。

据悉，自去年秋天以来，从呼伦贝尔到
鄱阳湖，从中国到俄罗斯、加拿大、英国和芬
兰，已有数以万计的“跟着大雁去迁徙”的微
博汇集起来， 伴随着很多爱鸟护鸟故事，以
大雁为代表的候鸟保护得到空前重视，呈现
出民间力量逐渐联合、 中外合作逐步加深、
线上线下互动逐渐加强三大态势。 而“跟着
大雁去迁徙”02 号碑的竖立，标志着一个跨
越我国华中和华东地区， 北至西伯利亚、南
至澳大利亚的全球大雁迁徙通道和民间保
护网络逐渐成形。

顽强豆雁

唤起候鸟保护意识

“02”号碑竖立选择鄱阳湖畔，不仅仅
是因为鄱阳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
区， 还因为鄱阳湖南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正是曾牵动万千网友的豆雁“黑豆”的放
飞地。

今年 3 月，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为
3 只健康豆雁安装卫星跟踪器， 以此了解
豆雁迁飞时间和路线。 可三天后就有两只
豆雁失去信息，只有这只名为“黑豆”的顽
强豆雁，一路从鄱阳湖北迁经巢湖、黄河
三角洲最后到达山海关，飞行到此就没有
再前行。 一直关注“黑豆”行踪的网友，在
微博上发起寻找“黑豆”的活动，最终志愿
者在山海关孟姜女庙望夫石村，找到被人
猎杀致死的“黑豆”。“黑豆”的悲惨遭遇引
发网友的愤慨和同情，也再次唤起更多人
对于候鸟生存境况的担忧。

对此， 环保志愿者周自然说：“我认为，
大雁和我们，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完全平等的
两分子。 我们居住的环境，包括湿地、滩涂、
树林、海岛，不仅仅属于人类，它也是候鸟迁
徙路线的重要环节，作为鸟道的存在可能比
人的历史更久远，人不能随意占有、开发。 至
少要给鸟类留出一条活命的通道， 而通过

‘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让更多人来关注候
鸟栖息地和途经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既可真正保护候鸟，又能唤起了人们的候鸟
保护意识。 ”

跟着大雁去迁徙，严防大气污染，还大
雁一片湛蓝天空；跟着大雁去迁徙，让鸟儿
们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飞翔， 也让这被
誉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的中国第一
大淡水湖鄱阳湖的风光依旧、魅力依旧；跟
着大雁去迁徙，拒绝围湖造田、拒绝过度放
牧，给鸟儿们营造一个完整、舒适的家；跟
着大雁去迁徙，让我们携手，呼吁更多的人
加入我们环保的队伍，保护鸟类，维持生态
平衡。

近些年，“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
庭湖变“薄”变小，会“微笑”的江豚更有

“销声匿迹”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1 年，我省出台《湖南省内河水

运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 20 年建成湖南
现代内河水运体系， 总投入达 1700 亿
元， 其中洞庭湖岳阳综合枢纽工程拟投
入近 200 亿元。 工程建成后洞庭湖水域
面积在原来 2600 平方公里基础上将增

加 1500 平方公里。这对修复洞庭湖水环
境和生态环境、发展航运、保障供水、改
善灌溉， 提高洞庭湖区经济和生态承载
能力， 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都将
产生巨大作用。

11 月 28 日至 29 日，洞庭湖岳阳综
合枢纽工程对江湖关系变化规律及泥沙
输移的影响研究和工程对水系航运的影
响研究课题验收会在长沙召开。 据悉，

洞庭湖岳阳综合枢纽选址在东洞庭湖出
口河段，即君山至城陵矶长约 15.8 公里
水道。 从 2012 年农业部的数据显示，长
江主航道和主要通江湖泊中现存江豚总
数为 1000 只左右，对比 2006 年科考数
据，7 年时间下降速率为 13.73%， 种群
数量不到原来的一半。“长江活化石”江
豚的生存岌岌可危，保护江豚行动刻不
容缓。

据了解， 洞庭湖枢纽工程枢纽长约
3.4 公里，从右岸至左岸建筑物依次为：鱼
道及电站、46 孔低堰主泄水闸段、4 线
3000 吨级船闸及 10 孔排砂闸、51 孔高
堰副泄水闸和左岸连接。为保障洞庭湖江
豚能够自由出入， 枢纽在 46 孔泄水闸中
间专门设置了 2 孔作为江豚的特殊通道。
从此“微笑”江豚也有了自由出入长江的

“特殊门禁卡”。

跟着大雁去迁徙， 跟着志愿者去江
西。

12 月 7 日，记者随湖南环保志愿者们
去江西鄱阳湖，参加“2013 年首届鄱阳湖
南矶湿地越冬候鸟文化节暨‘跟着大雁去
迁徙’02 号碑揭牌仪式”系列活动，见证候
鸟来鄱阳湖越冬的壮观景象。

据了解，每年秋末冬初，有成千上万
只候鸟，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
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鄱阳湖越
冬。 如今，保护区内鸟类有 300 多种，数量
近百万只，其中白鹤等珍禽 50 多种。 专家
介绍，世界上现存白鹤仅有 4000 多只，一
到冬天 98%的白鹤与数十万的天鹅就会
不约而同地选择到鄱阳湖越冬。

然而，记者在江西采访了解到，经常有
不法分子日伏夜出， 在鄱阳湖一带布下数
公里长的“天网”，专门捕杀越冬候鸟，以牟
取不义之财。 虽然针对捕杀鸟类有关部门
采取过打击行动， 但仍有不法分子无视国
家法律法规，丧尽良心以鸟谋生，无时无刻
不在威胁着鸟类的生存环境， 也在影响自
然生态平衡。

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而是有一只
黑手在操纵捕鸟队伍“前赴后继”。 一些餐
馆酒店以野味招揽顾客， 一些食客追求享
受野味，这样“臭味相投”，逐渐衍生出一个
庞大的飞禽走兽交易市场， 无数飞禽走兽
横遭扼杀，成为食客口中美味。 一些黑心捕
鸟者和餐饮场所为逃避政府打击， 里应外
合，内外勾结，由市场交易转入地下直接交
易，导致一些飞禽濒临灭绝。 当然，这与一
些地方政府打击不力、 得过且过也存在一
定因果关系。

人们也许还不知道， 贪食野生动物，
给人类也带来了一些未曾预料的恶果。 原
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教授生
前来湘讲学时指出，人类捕食野生动物是
一种严重违反生态平衡的不良习性，长此
以往将会遭到流行病毒循环感染的报复。

从 2003 年突发 SARS 病毒到当前不断出
现的禽流感，无不与过多地贪食野生动物
有关。 因为很多野生动物包括一些鸟类都
是肉食动物，特别是一些野生动物是靠寻
食山野或水中腐烂动物尸体为生。 这些腐
烂的动物尸体本身带有各种病毒，通过循
环食用， 又将这种病毒悄悄地转移到人
类，以致一些前所未有的流行疾病和绝症
相继出现。

因此，所有有良知的人们要积极行动
起来，为了自身健康，为了可爱的鸟类，为
了自然生态，管住自己的嘴，还鸟类以自
由生存的空间；各级执法部门、餐饮行业
主管部门更应切实履行职责， 全面出击，
重拳打击， 彻底铲除其交易的利益链条，
斩断这只市场黑手， 让鸟类不再哀鸣，恢
复往日的宁静，自由翱翔蓝天。

编者按：

每年冬天，是鄱阳湖候鸟越冬期。 为激

励全民积极参与湿地与候鸟保护， 江西鄱

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

合当地政府，于今年 12 月 8 日至明年 1 月

12 日， 在南昌市新建县南矶乡举行“2013
年首届鄱阳湖南矶湿地越冬候鸟文化节”

活动。 本刊记者应邀前往参加了这次大型

跨省环保活动。

本刊记者 林淑芳 刘雨娇 文韬

相关链接

江豚七年才能育出下一代

长江江豚是江豚唯一的淡水亚种， 仅分布于
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水域，在
地球生活已有 2500 万年。 据悉，江豚曾经与白鳍
豚同属于长江哺乳动物，如今白鳍豚灭绝，江豚也
变得“孤身一人”。 中科院水生所专家表示，江豚的
繁殖周期非常长， 以一头江豚从长大到性成熟为
例计算，期间需要 5 年左右，随后找到配偶怀孕需
要 1 年时间，养出小江豚后还需要 1 年哺乳时间。
也就是说， 一只江豚从长大到养育出能独立生活
的下一代需要七年之久。 但如今环境恶化正迫使
这类动物走向灭亡。 目前江豚属于我国二级保护
动物，为此 WWF 及中科院专家都呼吁，应尽快将其
升级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本刊综合）

为江豚设置入江特殊通道

走进鄱阳湖 跟着大雁去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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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洞庭大坝”

湖南环保志愿者代表在鄱阳湖畔参
加“跟着大雁去迁徙”环保活动。文韬 摄

眼前鄱阳湖干枯龟裂的河床。
资料图片

保护江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