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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党报党端朋友圈

湖南日报发起，湘吉苏黔 4省党报联动，跟随“鸟类大熊猫”中华
秋沙鸭飞过绿水青山，纵览生态之美。请看——

一只中华秋沙鸭的迁徙故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刘燕娟 龚柏威

新华日报记者 徐睿翔

吉林日报记者 王超 刘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申云帆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进入

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华大地，

处处呈现生态优美、诗意栖居的动人

画卷。

南飞北归、迁徙繁衍。珍稀候鸟，

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性物种。近年

来，被称为“鸟类大熊猫”的中华秋沙

鸭，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反映的正是

中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化。它们

的飞翔轨迹，展现着神州大地生态文

明进步的足迹。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联合吉

林日报、新华日报、贵州日报，跟随一

只中华秋沙鸭，感受迁徙途经地所见

所闻；连线湘吉苏黔四省代表委员，共

话生态环境之变。

【讲述】

中华秋沙鸭：贵州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

公园，是我们发现的“宝藏越冬地”。

这里江水清澈、高山耸立、植被丰富，瀑布、

伏流、溶洞点缀其间，共同绘就独特的喀斯特风

光。飞翔在峡谷间，像是穿行于一幅山清水秀的

画卷之中。

湿地公园里的候鸟邻居告诉我们，近些年，

贵州全力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加强湿地保护，

修复退化湿地，邀请更多珍禽前来安家。

为了让“飞行旅客”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陆

续建起来了，湿地保护执法专项检查力度不断

加大了，宣传湿地保护的小册子和海报发到了

大街小巷。

一系列诚意满满的举措，让候鸟兄弟姐妹

们吃的食物种类更多了，喝的水更干净了，呼吸

的空气更新鲜了。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到湿地旅

居，看美景、吃美食，乐享生活。

听说，在铜仁碧江、贵阳阿哈湖等国家湿地

公园里，同族的小伙伴也已经搬进了新房。不多

聊，我们准备去串门了！

【云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贵州省委会副主委、

黔西南州政协副主席殷红梅：近年来，中华秋沙

鸭在贵州出现较为频繁，我所在的黔西南州便

是中华秋沙鸭的栖息地之一。

出现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有力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

之一。我了解到，近年来，为加强生物资源的保

护，省里加快构建了贵州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不断完善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通过建立植

物园、动物园、种质资源库等方式，加强濒危珍

稀动植物的保护；通过不断完善全省自然保护

地法规制度，促进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逐步

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绿

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为抓手，不断加大监督

和执法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的执法保护。目

前，全省 9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85%以上的

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丰富度位居全国前列。

更深层次的原 因 在 于 生 态 环 境 的 持 续 改

善。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生态环境质

量取得了历史性提升，森林覆盖率从 41.5%提

高到 62.12%，全省 98.69%石漠化区域的植被覆

盖度呈增加趋势，中高石漠化区域的面

积下降。全省 9 个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超过 98%，主要河流出境断

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绿色经济占比

达 45%。

未来，我们唯有始终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

力改善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生态

文明试验区制度体系，积极推进低

碳循环发展，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才能吸引“水质监测员”中

华秋沙鸭常来做客。

【讲述】

中华秋沙鸭：苏州是著名的江南水乡，有宽

阔的水域和大片的植被，自然是我们首选的越

冬地之一。

深秋时节，我和家人们从北方老家南迁到

太湖流域的苇塘里，在这里，碰到了野鸭兄弟。

我们一起漂浮游荡在湖面上，嬉耍和捕食游鱼，

热闹极了。到了晚上，我们露宿在苇丛中或岸边

的树上，好不惬意。

在太湖停留憩息时，常听野鸭兄弟们说，过

去成团的蓝藻挤占了生存空间，如今经过系统

治理，浅滩湿地恢复了，还有了湖面人工生态浮

岛。所有太湖入口和重要防控点位，加装了挡藻

导流围隔，人类朋友用上各种打捞“神器”为我

们净化家园。

蓝藻少了，湖体清澈了，美味的鱼虾也越来

越多，自然会吸引我们来做客，我们每天都吃得

肚子鼓鼓囊囊。

这里，可真是我们的“幸福乡”。

【云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所长沈仁芳：今年以来，徐州吕梁湖畔、扬州郊外

湿地、泗阳成子湖等多地发现中华秋沙鸭栖息越

冬，足以证明江苏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是江

苏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成效。

近年来，江苏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布局，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以及太湖清淤

固淤湿地带、竺山圩退圩还湖、太浦河共保联治

3 项水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江苏生态环

境质量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这份属于江苏的生态环保“答卷”令我印象

深刻：PM2.5 首次以省为单位达到二级标准；水

环境国考断面优Ⅲ比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近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大幅提高 41.1

个百分点；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保持Ⅱ类，自然

岸线比例提高到 73.2%；太湖总磷、总氮浓度分

别下降 22.7%和 13.4%，达到近十年来最好……

在我看来，生态系统是相互影响的，在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时，应该共抓保护、系统治理、综

合施策。就拿改善中华秋沙鸭栖居环境来说，应

强化水域整治、修复河湖生态、构建“生物多样、

特色鲜明”的生态体系。此外，我认为，“水里”的

事情要“岸上”来解决。看上去是水质的问题，其

实很大程度上是岸上的农田、周边的污水排放

等造成。把这些控制住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太湖能够吸引中华秋沙鸭前来“旅居”，是因为

总磷、总氮浓度降低，水质大大改善，这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土壤的改善。

进一步擦亮江苏生态环境的绿色底色，中

华秋沙鸭才会成为“常客”。我认为，这需要强化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既要护水，加强水生态环

境保护；又要治土，强化土壤污染风险防控。

美丽的长白山，我的故乡

【讲述】

中华秋沙鸭：大家好！我是中华秋沙

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目前地球

上濒危的物种，被称为“水中活化石”“鸟

类大熊猫”，与大熊猫齐名，比扬子鳄还

要珍稀。

我出生在美丽的长白山。在这里，我

与小伙伴们学会捕食，学会躲避天敌、飞

行等各种本领。

听长辈们说，许多年以前，我们在长

白山居住的树木被大量砍伐，找不到筑

巢的家，鸭族种群慢慢减少。长白山自然

保护区成立后，包括老青杨树在内的一

草一木都被保护了起来，仿真人工鸭巢

成了“爱心产房”。这里有专职的保护与

科研团队、全方位的监测系统，这是我们

的幸运，我们的鸭族数量也因此逐年递

增。

每年，长白山第一场粉雪飘落时，我

和家人们就会向着温暖的南方出发，寻

找绿意盎然的栖居地。走，跟着我们一起

出发吧！

【云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

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吉林省是中华秋沙

鸭的主要繁殖地之一。作为来自吉林省

的人大代表，我十分关注中华秋沙鸭保

护工作。近年来，吉林省河岸保护、水质

状 况 等 持 续 向 好 ，为 野 生 动 物 活 动 、栖

息、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中华秋沙鸭种

群在此恢复和增长，彰显了吉林省守护

绿水青山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

在我的家乡通化市，中华秋沙鸭同

样备受呵护。近年来，通化市着眼生态文

明建设和森林通化建设发展大局，进一

步明确生态优先的战略地位，全力推进

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林业生态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2017 年，通化市成功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让广大市民从绿水青山中获

得了生态幸福感，也让鸟类栖息环境大

为改善。目前全市有鸟类 300 余种，其中

就 有 中 华 秋 沙 鸭 。每 年 ，市 里 都 会 举 办

“爱鸟周”活动，带动市民自觉保护鸟类

栖息环境，支持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如何保护好中华秋沙鸭，给它

们提供更好的繁殖生存环境？

我了解到，吉林省将中华秋沙鸭纳

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省野生动物保

护的重点物种，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华秋

沙鸭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吉林省中华秋

沙鸭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0 年)》，足

见对中华秋沙鸭的重视。

保护中华秋沙鸭是一项生态文明建

设的系统工程。首先要重视栖息环境问

题，给它们一个舒适的“家”。例如，建设

生态河流岸带、整治河道环境、适度投食

等，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优质的

栖息环境。此外，还要广泛宣传教育，组

织志愿者深入企业、学校、社区等开展宣

教活动，让公众了解保护中华秋沙鸭等

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营造全社会共同

关注、参与和支持的良好氛围，描绘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画卷。

保护好大自然赋予吉林的绿色生态

禀赋，是吉林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要努力将“美丽吉林”打造成为叫得响、

喊得亮、推得远的生态文明建设活动新

品牌，让中华秋沙鸭在这里世代繁衍、生

生不息。

栖居江南水乡，沉醉“幸福乡”

【讲述】

中华秋沙鸭：一路向南，就到了洞庭湖。这

里碧波万顷，仿佛永远也飞不到尽头。这里绿

意蓬勃，滩涂草甸中数百种植物肆意生长。

不远处，江豚腾跃，麋鹿奔跑。又见到老朋

友们，我感到格外亲切。

前些年，被称为“微笑天使”的江豚有些不

快乐。因为围网养殖、非法采砂、污染超排等原

因，它们的家园一度遭到破坏。

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打响了。一系列标

志 性 战 役 和 专 项 行 动 在 这 里 启 动 ，向 城 镇 污

水、化工污染、船舶污染、尾矿库污染全面“开

战”。

随着人类朋友的奔走忙碌，规模养殖场搬

走了，污水处理设施装上了，矮围网围拆除了，

欧美黑杨砍掉了……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洞

庭明珠”重焕光彩。

一 江 碧 水 之 上 ，我 和 老 朋 友 们 畅 快 地 嬉

戏、玩耍。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前来，与我们共

赏大美洞庭。

【云对话】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今年 2月 2日，

志愿者观测到 14 只中华秋沙鸭在南洞庭湿地

悠闲觅食，是近几年最多的一次。1 月份，仅在

南洞庭湖就记录到 15000 多只各种鸟类，比上

年同期增长超过 60%。中华秋沙鸭和各类候鸟

的频繁“现身”，是对近年来洞庭湖生态环境整

治成效的最好印证。

这背后，是湖南为“守护好一江碧水”所作

的努力。2015 年开始，湖南先后推进洞庭湖水

环境整治五大专项行动、生态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4+1”工程

等重点工作，加快推进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整治，推进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护。根据监测，“十三五”期间，洞庭湖

总磷浓度下降了 43.8%。2021 年，洞庭湖水质总

体由 2015 年的 V 类好转为 IV 类。

如何以更好的生态环境留住中华秋沙鸭？

我认为，总的来说是要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

准、科学和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保持力度、延

伸深度、拓宽广度，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建设全

域美丽大花园。

具体来说，就是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促进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污染防治

攻坚战“夏季攻势”、长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4+1”工程等工作，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扎实推进洞庭湖总磷污染治理等标

志性战役；统筹抓好生态保护修复，加强“一江

一湖三山四水”重要生态功能区域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加快推进实施一批“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点项目，不断提升环

境自净能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落

实生态环境补偿、损害补偿等制度，健全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

在洞庭湖，遇见江豚和麋鹿

张宝艳代表。 受访者供图

殷红梅代表。 受访者供图

沈仁芳代表。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昊晨 摄

潘碧灵委员。 受访者供图

“打卡”贵州，发现“宝藏越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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