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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如果没有候鸟，冬日的洞庭湖该多么枯寂。 每
年秋冬，黑鹳和其他候鸟一样，奔着洞庭湖湿地丰
富的水生资源和芦苇荡的温暖而来。

1月25日，西洞庭湖半边湖雨雪已歇。在这个号
称“21世纪以来最冷的早晨”，李赋从半边湖洲上的
帐篷里醒来，照例开始了巡护。 湖面并未结冰，但是
水位又涨了。 这是让李赋最为担心的：“水位越高，
也就越不利于黑鹳觅食栖息。 ”

李赋是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工
作人员。 他和另外3名志愿者在这个荒凉的洲滩上
日夜守护的，是西洞庭尊贵的“稀客”———黑鹳。

黑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全球仅存3000
只左右。

“西洞庭的候鸟数量不及东洞庭，但种类尤其
是珍稀物种比较多。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工程师彭平波介绍， 西洞庭湖是一个航道性湖泊，
涨水为湖，退水为洲，沅澧二水的泥沙淤积，洲滩较
多，生物多样，成为洞庭湖的珍稀物种基因库。 其中
黑鹳数量在全球东亚迁徙路线上位居第一，最高纪
录是2015年1月，记录到60只黑鹳。

西洞庭湖半边湖，是黑鹳的主要栖息地之一。2015
年2月，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西洞庭湖自然保
护区联合在此建立了中国首个民间黑鹳守护站。

每年黑鹳会在西洞庭湖停留4个月，等黑鹳返回
西伯利亚后， 黑鹳守护站的24小时越冬候鸟守护行
动才告一段落。李赋和其他志愿者的工作包括：清晨、
傍晚各一次巡护（来回约10公里）；定时定点观察并
撰写观察记录；对非法捕鸟的行为进行阻止。

“黑鹳很机警胆小，听觉、视觉都很发达，当人
离得很远时就会凌空飞起，难以接近，所以也被称
为‘最神秘的鸟儿’。 ”李赋觉得自己很有幸，见到那
么多次黑鹳。

然而， 最近他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黑鹳了，

“去年11月最多时有35只。 到今年元旦， 还见到19
只，后来就再没见到了。 ”

在日前结束的鸟类调查中，西洞庭湖共监测到
12692只水鸟，却没有监测到黑鹳。调查人员彭波涌
分析，2015年冬季降雨量比往年偏多，水位偏高，黑
鹳栖息地减少，黑鹳常栖地半边湖区域，往年基本
为滩涂和浅水地，而现在已形成为1米多深的湖泊。

此外，每年干湖起鱼的时间和候鸟越冬的时间
基本同步，对水鸟的栖息觅食影响较大，过度的打
捞底栖动物（主要为捞螺、蚌壳），也可能造成人鸟
争食的局面。

半边湖上，水天一色，巡湖的志愿者，也有些心
绪茫茫。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魏臻臻） 随着寒潮影响的结束， 省内大部分地区
天气回暖。 但是好景不长， 下一股冷空气已经蓄
势待发。 预计冷空气将于31日影响湖南， 2月1日
开始， 湘中以北将有雨雪冰冻天气。

今天， 长沙湿冷感加剧。 寒潮过后， 虽说各

地气温回升了， 但是从“干冷” 转为“湿冷”， 并
没有让人感觉好过多少。 所谓“湿冷”， 是指空气
中布满了直径只有几微米的液态小水滴。 这种小
水滴肉眼看不见， 但很容易粘到人的皮肤上， 而
它们在蒸发的同时， 就会带走身体的热量， 让人
觉得更冷。 据测算， 湿度每增加10%， 人的体感温

度就会降低1摄氏度， 可见 “湿冷” 的厉害。 所
以段子手们总结称： “北方的干冷是物理攻击，
多穿衣服就可防御； 南方的湿冷是魔法攻击， 穿
再多衣服都没用。”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阴雨日数较多，
湘中以南部分地区降水偏多， 29日至30日阴雨相
间， 气温逐渐下降， 31日开始冷空气活动频繁，
31日后气温明显偏低， 2月1日到3日， 湘中以北大
部分地区有雨夹雪天气， 山区有冰冻。 体感温度
比较低， 大家要做好相应的保暖措施。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通讯员
龙华国 罗先忠 唐玉燕）“没想到这
辈子还能住上新房， 感谢帮扶工作
队圆了我的安居梦！ ”最近，永州市
零陵区凼底乡桴江村残疾人龚六
董搬进新房， 紧握着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肖光武的手道谢。

和龚六董一样， 零陵区11840
名贫困群众正在收获精准扶贫带
来的实惠。 该区按照“深化双联、精
准帮扶、责任到人、限期脱贫”的工
作思路，从2015年4月初开始，42名
市、区级领导和102个市、区直相关
部门和300多名乡镇（办事处）科级
干部，深入到15个乡镇（办事处）、
507个行政村， 逐村逐户调查产业
状况、致贫原因、家庭收入，将全年
人均纯收入低于2800元的农户列
为扶贫对象。 针对精准识别出的42

个省定贫困村和3266户贫困户、
11840人， 制定了《零陵区2015—
2017年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实施方
案》，并派出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任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扶贫方
略，工作队同村支两委、驻村干部一
道制定村级脱贫计划， 逐户明确帮
扶责任人，实现扶持到户全覆盖。

结穷亲，扶真贫。 零陵区委明确，
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中央、省、市驻
区单位负责人，区直部门主要负责人，
乡镇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至少帮扶
联系点1户贫困户，并将结对帮扶列入
2015年全区综合考核内容，对驻村工
作队实行单独考核。目前，零陵区各级
干部帮扶贫困户1300余户，落实项目
90个、资金700多万元，修通村组公路
48.3公里，修建水渠31.3公里。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彭清辉 ）
今天，中日政府间基层友好技术合
作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
管理技术和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
成果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从会
上获悉，经过3年实施，长沙和株洲
的3家污水处理厂引入日本污水处
理过程的监测与工艺控制技术与
流程，运营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据悉， 该项目于2013年4月启
动，是湖南省和日本滋贺县开展水环
境领域科技合作的典范之一。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投入资金2700万日元

（约合140万人民币）， 通过管理方法
与经验传授、技术交流与培训、水质
检测设备赠送、 环保教育课程设计、
环保教育实践等活动，达到并部分超
过了项目预期目标。如花桥污水处理
厂有效降低了能耗，在线设备的完好
率有所提升，进行全天跟踪水质检测
等。洋湖再生水厂全员全程参与编制
管理规程，提升化验员的操作技能和
理论知识，及时掌握工艺的运行情况
等。霞湾污水处理厂每月检测水质指
标次数由332次增至最多668次，制
定进水水质异常应急预案，设备管理
水平极大提高等。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勇 林俊清） 上
了火车要补票， 现金不够怎么办？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
获悉， 今年春运期间， 凡旅客乘
坐该客运段所辖的百余趟列车，
均可通过微信支付方式上车补票。

据长沙客运段介绍， 春运中
有不少旅客担心长途乘车丢失钱

财， 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 一
些学生、 务工人员在补票过程中，
向列车查补员提出用微信支付补
票。

长沙客运段为此下发通知 ，
在湖南境内值乘的100多趟列车
上推广“微信补票” 服务。 旅客
只需向列车查补员微信支付票款，
即可和以往一样补票乘车。

黑鹳,半边湖念着你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④

� � � � 黑鹳是一种体态优美 、 体色鲜
明 、 活动敏捷 、 性情机警的大型涉
禽。 成鸟的体长为1至1.2米， 体重2
至3千克， 嘴长而粗壮， 头、 颈、 脚
均甚长 ， 嘴和脚红色 。 身上的羽毛
除胸腹部为纯白色外 ， 其余都是黑
色， 在不同角度的光照下 ， 会变幻
多种颜色。

生物小名片

� � � �黑鹳（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小小水滴 魔法攻击
下周湘北又将迎雨雪，气温下降，湿冷感加剧

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
零陵区万名群众受益精准扶贫

引入日本污水处理技术
3家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湖南百余趟列车可微信补票

脱贫攻坚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