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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
湟鱼洄游“景观鱼道”
青海湖特有的湟鱼， 每年3月

至7月都会洄游到支流， 选择水质
清澈、 流速缓慢而平稳的环境产
卵。 从2015年9月起， 当地总投入
近3700万元， 在沙柳河、 泉吉河、
哈尔盖河上修建了7条湟鱼洄游通
道。 这些通道呈阶梯式， 每个阶梯
之间设置一个高约30厘米的台阶和
一个小水池。 当湟鱼从下游阶梯游
上来之后可以在小水池“养精蓄
锐”， 之后继续游向上游阶梯。 人
性化的休息区不仅可以缓解湟鱼旅
途劳顿之苦， 还作为一个观赏区，
供人们欣赏湟鱼逆流而上洄游产卵
的奇观， 感动了无数游客， 唤起人
们心底的生态保护意识。

广西：
长洲有条“贴心鱼道”
广西长洲水利枢纽是西江上一

项大型工程， 配套修建的鱼道， 包
括进口段、 鱼道水池、 休息室、 挡

洪闸段和出口段， 全长1444.3
米。 为了让鱼类走这条通

道， 工程设计人员想尽办
法： 如对坡道精心设

计， 减缓水的流速；
水下安装脉冲设备
制 造 “人 工 浪
花” …… 这些
措施， 导致
工程成本增
加 了 1 亿
多元， 最

终让赤眼鳟、 日本鳗鲡、 大刺鳅、
银飘鱼等优势鱼类享受了“贴心呵
护”。

美国：
为鳗鱼打造“天才鱼道”

圣劳伦斯河是北美洲最大的河
流之一。 美加两国共同修建的圣劳
伦斯水电站， 阻隔了美洲鳗鱼从西
太平洋到安大略湖的洄游， 美国决
定在圣劳伦斯水电站美方加修鳗鱼
过鱼设施。 这条专门为鳗鱼修建的
鱼道 ,由鱼梯、 收集斗、 管道、 接
收箱等部件组成； 鱼梯把鳗鱼由坝
下运至坝上； 经过收集斗， 利用鳗
鱼的顶水习性， 进入管道； 管道绝
缘， 以避免白天的高温； 鳗鱼走管
道在大坝上游约300米处进接收箱，
安全释放河中 ， 鳗鱼通过率约
85%。 多年的研究和细心的设计，
为这条鱼道赢得了“天才鱼道” 的
声誉。

日本：
鱼虾保护催生“水田鱼道”

日本最初设置鱼道的目的着重
于保护像香鱼、 鲑鱼、 鳟鱼这类一
生需要在河川的上游、 下游以及大
海之间来往的鱼类资源。 近年来，
出于保护生态系统的角度， 农田整
备时被分离的水路和水田的鱼虾保
护也被当做鱼道建设的考虑因素。
还有一些鱼类， 本来生活在河川、
水路之内， 但是在汛期会到被淹没
的河边、 芦苇地、 灌溉农田等地方
繁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诞生了
水路和水田相连接的“水田鱼道”。

鱼水和谐会有时
张尚武

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最近决定，湘江干流水电
站要落实鱼道建设责任， 为鱼类洄游打通 “生命通
道”。 这一消息，堪称坝下鱼群的“福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湘江干流上筑起9座水电
大坝。 高高的大坝，没有过鱼设施，成了鱼群难以跃过
的“龙门”。 年复一年，在土谷塘、大源渡电站，每到鱼
儿产卵季节，洄游性鱼类逆流而上，大量聚集坝下，苦
等“生命通道”一朝洞开。

高高的大坝，不仅阻隔了鱼类洄游通道，还改变
了水流、水深、水温，极大影响到鱼类的栖息与繁殖。
近30年，湘江已有17种鱼类绝迹，青、草、鲢、鳙等四大
家鱼天然鱼苗生产量逐年减少。

河道片断化，一些鱼类绝迹，整个生态链难免受
损。 多年来，省内水生生物专家呼吁：还湘江水清鱼
跃，重构鱼水和谐的良性循环。

重构鱼水和谐，首先要打通鱼类洄游通道。 省委、
省政府果断决策，督促落实湘江干流水电站的鱼道建
设责任，湘江常宁段以下的水电站全部新建或补建鱼
道，让洄游性鱼类溯游无阻，顺利“回家”产卵。

重构鱼水和谐，努力恢复“四大家鱼的摇篮”。 省
政府已制定初步方案，对湘江干流梯级枢纽实行联合
生态调度，在鱼类繁殖季节统一协调下泄流量，创造
鱼类自然繁殖的人工生境 ，重现 “常宁产卵 、望城捞
苗”盛况。

重构鱼水和谐，还要让鱼类“安逸栖居”。 连续多
年，省内渔政部门采取增殖放流，恢复鱼类种群数量；
实施春季禁渔期制度，保护鱼类资源，让“母亲河”生
生不息。

� � � �“鱼畅其游，
鸟畅其飞。”这是
湖南绿色发展的
美好梦想。 为让
梦想成真，省委、
省政府提出———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今年6月26日，在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提出，鱼畅其游，鸟畅其飞，这是湖南绿色发展的美好梦想。

为让梦想成真，会议提出：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要打通鱼类洄游的“生
命通道”，首先想办法把湘江的鱼道打通。

连日来，省畜牧水产局组织专家，反复研究打通湘江鱼道的方案。 省畜牧
水产局局长袁延文坦陈:“真没想到，省委主要领导把鱼道看得这么重。 相关
部门应全力以赴，实现鱼畅其游。 ”

“真为鱼儿高兴。”数十年与鱼类打交道的省水科所总工程师廖伏初欣
喜地说:“过去省里提‘洄游通道、生态廊道’，现在提到了‘生命通道’的高
度，看来鱼儿真的有救了！ ”

� � � �入夏以来，湘江流域降水丰沛，水电大坝开闸泄洪。 按常理，湘
江天然鱼苗生产量可望迎来好收成。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省水科所在此设有捞苗基地。据工作人
员介绍，6月以来，尽管各级电站大坝一直开闸泄洪，湘江天然鱼苗
的捕捞量并不多。

作为“四大家鱼的摇篮”， 湘江天然鱼苗生产量已大大缩减。
湘江流经常宁的柏坊至松柏江段，号称“大鱼湾”。 站在高处

看，这里江随岸转，水面宽阔，呈现一个太极图案，又恰似人工鱼苗
孵化池的水槽，这里是我国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三大天然产卵
场之一。

转过“大鱼湾”， 湘江自南向北经衡阳、株洲、湘潭、长沙，至岳
阳市湘阴县注入洞庭湖，再通江达海。 过去，四大家鱼等洄游性鱼
类，春天就顺着这条水道，溯游而上至常宁的“大鱼湾”产卵。

“常宁产卵，望城捞苗。 ”省水科所所长伍远安介绍，四大家
鱼的洄游通道约300公里，正是常宁至望城的水路距离。亲鱼在
常宁产的受精卵，随水漂浮至长沙望城江段，就会自然发育成
鱼苗。

一直以来，省水科所就在湘江月亮岛江段设点，用吊排捞起野
生的鱼苗，运送至省鱼类原种场，筛选培育湘江鱼类原种亲本，供
应本省及全国鱼苗繁殖场，确保鱼苗种质纯正。 因此，湘江作为“四
大家鱼的摇篮”，历来享誉全国。

近年湘江的天然鱼苗生产量严重衰退。 月亮岛附近的西塘村
渔民反映，过去一晚能捞100万尾鱼苗，现在捞1万尾都困难。

省水科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湘江四大家鱼

鱼苗
资源
有20多
亿尾，现
在 锐 减
至不足1亿
尾。湘江作为
“四大家鱼的摇
篮”，已前景堪忧。

多种鱼类濒临灭绝，加
剧了水生生态失衡。 据监测，湘江
近年渔获物中，90%为湖泊定居性鱼类
和短距离洄游产卵鱼类，四大家鱼等漂流
卵鱼类仅占一成左右， 野生种群比例下降到
6%。

湘江的鱼类中，白鲟、鲥鱼、暗纹东方鲀、日本
鳗鲡、鯮鱼、鳤鱼、长薄鳅等近10年未监测到，或已
功能性灭绝；长颌鲚、岩原鲤、胭脂鱼、中华倒刺鲃、
白甲鱼、湘华鲮等已达到“极危”“濒危”等级；青鱼、
草鱼、鲢鱼、鳙鱼、鱤鱼等江河洄游性鱼类资源严重
衰退。

山水系乡愁。 湘江作为湖南人的母亲河，如果
江里没有鱼，将是不可想象的。 伍远安说：“水里有

鱼才叫河。 ”

� � � �“河里的鱼，个头越来越小，种类越来越少。 ”近几年，湘江
流域渔民日益感到捕鱼生计艰难。

专家分析，湘江鱼类资源衰退的原因包括，水工建筑拦截
河流、水域污染、过度捕捞、采石挖砂、生物入侵等。

“这些原因中，水电大坝拦截河流，无疑是鱼类资源急剧减
少的首要原因。 ”省水科所总工程师廖伏初称，洄游性鱼类有自
身的越冬、产卵与索饵路线。 大坝拦截河流，鱼类洄游通道受
阻，不能翻坝到产卵场产卵，江里的鱼就会越来越少。

目前，湘江干流已建了9级拦水大坝。 在“大鱼湾”产卵场以
下的大源渡、土谷塘、空滩洲、蔡家洲等4级大坝，层层阻隔亲鱼
溯游而上，产卵场没有亲鱼来产卵，“四大家鱼的摇篮”鱼类资
源日渐枯竭。

春天鱼儿产卵繁殖季节， 土谷塘等电站大坝下面鱼群聚
集，主要是鲌类、鲴类和四大家鱼的亲鱼。 这些洄游性鱼类为了
产卵，历尽艰辛寻觅“回家的路”，受阻于坝下，苦等闸门洞开。

一个又一个大坝，成为鱼儿难以逾越的“龙门”。上游水域即便
有亲鱼产卵， 漂流性鱼卵需要上百公里的自流河道， 在一定的流
速、水温条件下才能天然成苗。而大坝导致河道“池塘化”， 漂流性

鱼卵容易沉入水底死亡，鱼类种群数量便大大消减。
“上世纪70年代，湘江中鲥鱼还较多。 ”在廖伏初的记忆

中，春江水暖，长沙的菜市场常有鲥鱼叫卖，价格并不贵。
说起鲥鱼，廖伏初兴致勃勃。 这种洄游性鱼类，每年农

历四、五月间从海洋进入长江口，溯江而上来到湘江产卵，
应时而至，守时如同候鸟，故称“鲥鱼”。

鲥鱼与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鲥鱼十分爱惜身上鱼
鳞。 据说捕鱼人一旦触其鳞片，便不挣扎了，因为生怕会甩掉身
上的鱼鳞。 由于水工大坝的阻隔， 近10年湘江中的鲥鱼已经
绝迹。

湘江中另一种曾经常见的鱼叫“白鳝”（学名鳗鲡），上世纪
90年代长沙市场还很多。 廖伏初对白鳝的习性了如指掌：这种
洄游鱼类，成鱼在太平洋深海里繁殖，幼鱼又顺着父母游走的
路线回家，沿长江过洞庭湖，来到湘江生长。 近10年湘江没有监
测到野生白鳝。

“水电大坝拦截河流，鱼类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被淹
没，索饵区遭破坏。 ”廖伏初深感焦虑地说，鱼儿失去了家园，面
临灭顶之灾。

� � � �横卧湘江的9级大坝，多是低水头坝。 相对而言，低水头坝
修建过鱼设施比较容易。

上世纪80年代，湘江支流洣水流经衡东境内，在洋塘水轮
泵站建有鱼道，这是我省的首个鱼道。 经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
洋塘鱼道曾经是世界低水头河坝鱼道的典范。

7月11日，记者在洋塘鱼道看到，多年泥沙淤积，闸门早已
荒废。 洋塘鱼道曾经日过鱼高达32万尾，联合国联农组织多次
派专家前来考察和推介。 廖伏初认为，鱼道基本完整，清理淤
泥，新建闸门，洋塘鱼道可望恢复“生态名片”。

目前湘江干流大坝新建成的鱼道有2个， 分别是土谷塘电
站鱼道、湘江航电枢纽鱼道，均已投入试运行。

在土谷塘电站鱼道，廖伏初现场为记者讲解，进鱼口与电
站尾水的洄水湾相连，这是鱼群喜欢聚集的地点；闸门根据下
游水深开启和关闭，形成3个不同高程的进鱼口；利用电栅、声
波、温控、光线等措施，引诱鱼儿进入鱼道。

站在大坝上看，鱼道有4个槽身并列，像两个回形针一样。
土谷塘航电枢纽负责人谢常青介绍，鱼道宽度为0.53米，水深
2.5米以上，满足个头较大的四大家鱼亲鱼通过；鱼道的水流流
速为0.5米每秒，这是鱼儿溯游最舒服的流速；鱼儿游累了，还可
以在休息池休息。

动辄数千万元修建的鱼道，最终要看鱼儿是否“买账”。 因
此，设计团队总是想方设法，尽量使鱼道设施“鱼性化”。 廖伏初
介绍，湘江洄游性鱼类主要有四大家鱼、鳊、银鲴、团头鲂、三角
鲂、鳠、黄尾鲴、翘嘴鲌、蒙古鲌、南方鲇等。 不同的鱼产卵期不
同，各级鱼道要精准调控，才有好的过鱼效果。

两年后，随着株洲、大源渡两大航电枢纽的鱼道建成，湘江
鱼道可以通达常宁的“大鱼湾”。 省水科所所长伍远安称，即使
鱼道畅通,“四大家鱼的摇篮”能否就此恢复，还是未知之数。

首先，这些大坝尚未落实联合生态调度。 每年鱼类繁殖季
节,所有大坝都要开放鱼道，并做好护鱼工作。哪一级鱼道不通，
亲鱼都到不了“大鱼湾”。

其次，鱼道只解决了洄游性鱼类“上得去”的问题。亲
鱼溯游至“大鱼湾”产卵，受精鱼卵还要“下得
来”。各级大坝要统一协调下泄流量，为漂浮性鱼
卵创造自然繁殖的人工生境。 否则，大坝阻水鱼
卵沉底死亡，江里的鱼还是不会增多。

如果说鱼道是“硬件”，生态联合调度就是
“软件”。 伍远安说：“只有‘软硬兼施’，湘江
里的鱼才会繁衍兴旺，母亲河才能生生不息。”

多种鱼类濒危，“四大家鱼的摇篮”堪忧

鱼类资源衰退，“回家的路”受阻是主因

鱼儿繁衍兴旺，“上得去”还要“下得来”

■他山之石

国内外著名鱼道

左图 湘江航电枢纽鱼道。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记者手记

� � � � 图①③ 7月10日,湘江
衡阳土谷塘电站鱼道， 目前
已投入试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图② 7月10日， 衡东县， 洋
塘水轮泵站洋塘鱼道， 该鱼道自
1985年起停运至今。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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