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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15 年已经过去了，48 岁的
夏艳辉仍然清晰地记得，她刚来到扎
龙湿地饲养丹顶鹤时的兴奋、新奇与
满满的自信。“养鹤就跟养小鸡崽子
一样，定点喂水喂食就行吧？”

然而，在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杂
细碎的饲养方式面前，夏艳辉的自信
被击碎了。丹顶鹤是直肠子，吃饱了
很快就饿，夏艳辉每天早起，到夜里
11 点才能入睡，有小丹顶鹤生病了，
一夜不睡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个习惯热闹的人，夏艳辉
最难忍受的是夜晚湿地里的寂静。

“下班了，别人都走了。饲养室里没
有电，没有手机，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夜显得特别长。”她坦言，她用了五六
年的时间才调整好心态。

渐渐地，她通过学习专业书籍，
积累了专业的养鹤知识。说起养鹤
经验，夏艳辉向记者滔滔不绝地传授
起“育儿经”。小鹤出生时正值盛夏，
细菌容易繁殖，加上蚊虫叮咬，是最

危险的时期。夏艳辉把新鲜的小鱼
肉剪成条，一口口喂给它们吃。小鹤
长到 20 天左右可以自己进食了，又
要时刻监督它们的进食量，“太瘦了
缺乏营养，太胖了会影响腿部发育和
飞行。”后来，爱好钻研的夏艳辉又跟
着兽医学扎针、治病。她的领导告诉
记者，“只要夏艳辉在鹤场，我们心里
就都有底了。”

在夏艳辉眼里，丹顶鹤就像她的
孩子，需要关爱和安全感。“它们高兴
了会向你撒娇、逗你笑；生病了，就需
要安慰和拥抱。”2016 年，有只小鹤
生病，夜间一直发出无助的呻吟声，
无奈之下，夏艳辉将小鹤放入被窝，
轻轻拍着它入睡，而夏艳辉则一夜
未眠。

入行 15 年，夏艳辉饲养了 700 余
只丹顶鹤，人们亲切地称她为“鹤妈
妈”。在她的带领下，丈夫王晓明和
儿子王威，也陆续加入到扎龙湿地的
养鹤大军。

今年 2 月 2 日，是第 22 个世界湿
地日。根据《黑龙江省湿地名录》显
示，黑龙江省已建立了 138 处湿地自
然保护区，72 处湿地公园和 9 处湿地
保护小区，全省湿地面积 556 万公顷，
其中沼泽湿地面积 427 万公顷，全国
最大。

在黑龙江省有成千上万个湿地保
护者，他们把最好的时光贡献给了湿
地的生态环境，他们是龙江湿地里最
美的人。

近日，记者联系到洪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被称为“鹳爸爸”的朱宝光和
齐齐哈尔扎龙湿地管理局人称“鹤妈
妈”的丹顶鹤饲养员夏艳辉，听他们讲
述在湿地保护稀有物种的故事。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目前全世界仅有 3000 只左右。东方
白鹳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俄罗斯远
东等地区。随着人类活动的干扰与破
坏，东方白鹳的生存、迁徙空间受到

“挤压”。位于三江平原的洪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被称为“东方白鹳之乡”。

在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说起
东方白鹳，很难绕过一个人，那就是人
称“鹳爸爸”的科研科科长朱宝光。虽
然头衔是科长，但朱宝光更愿意称自
己为“护鸟人”。

“东方白鹳生活需要相对密闭的
环境。”朱宝光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人工巢穴主要在树上搭建，进入新
千年后，人工巢穴使用松木搭建，到了
2016 年人工巢变成用钢结构的三脚
架支撑。

每年 3 月下旬~11 月中旬，是朱宝
光和他的 3 人团队最为忙碌的日子。
除了要给东方白鹳筑人工巢，他们还
要进行野外考察，根据每只幼雏不同

的生育特征，给雏鸟佩戴鸟环，研究东
方白鹳的迁徙路线。

在朱宝光看来，最难熬的日子是
每年的丰水期。有些地段无法驱车前
往，筑人工巢只能步行。有时候，他和
同 事 们 扛 着 梯 子 ，每 天 徒 步 五 六 公
里。湿地里雨水充沛，深的地方甚至
能没过他的胸口。

日常工作中，朱宝光和他的团队，
还要对保护区内部和附近出现伤病的
东方白鹳进行救护和饲养。同事李冰
说，不同于丹顶鹤，多数东方白鹳都怕
人，不喜欢和人亲近。2014 年，保护
区内救助的一只东方白鹳需要送到哈
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装进箱子时，白
鹳用嘴把朱宝光的眉毛和脸叼了一道
红印，将近两周才恢复。

工作 24 年来，朱宝光和同事们已
为东方白鹳筑人工巢 224 个，累计繁
殖育成东方白鹳近千只。目前，洪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重要的东
方白鹳野生种群繁育基地。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记者近
日从海南省林业厅获悉，海南今后将高
质量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出台
相关法规条例、进行科学认定、实施分级
管理等多种方式，力争加快推进全省湿
地保护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

为加强全省湿地保护工作，海南已
将湿地纳入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海南
省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对全省湿地
情况开展摸底调查，并在“多规合一”改
革中，把湿地保护面积纳入到生态红线
区域内，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严控污
染源、退塘还湿（林）等举措，对市县重
点湿地开展生态修复。

今年以来，海南省加快部署建立系
统完整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累计推动
了 323 万亩湿地面积纳入生态红线区
域，2017 年全省新增湿地保护面积超
过 1.3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从 2016 年的
21.35%提高到 25.55%。

“ 近 两 年 ，全 省 共 完 成 退 塘 还 湿
（林）8500 亩，全省累计已有 60%以上的

湿地保护面积被纳入生态红线区域管
控范围。”海南省林业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今后要高质量推进湿地保护与修
复工作，出台相关法规条例，依据科学
认定标准，对湿地实施分级管理。

早 在 2016 年 9 月 ，海 南 省 已 出 台
《海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了完善湿地分部门分级管理
体系、实行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等任
务。目前，方案正在逐步落实当中，这
将有助于加快推进湿地保护管理建设
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将分类管理落到实处，目前《海
南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已经通过了省
人大第一次审议，预计 2018 年初可正
式出台。同时，省林业厅还编制完成
了《海南省重要湿地与一般湿地认定标
准》，正在编制《海南省重要湿地和一
般湿地管理办法》。

记者获悉，海南省林业厅还将会同
相关湿地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湿地名录，
将分级管理进一步具体化，以便保护好
全省湿地生态系统。

海南推动湿地分级管理
323万亩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本报讯 湖北省日前在京山惠亭湖
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2018 年世界湿地日
宣传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湿地日的
主题将目光聚焦在城镇湿地。城镇湿
地可以减少洪涝灾害，补充饮用水，过
滤废弃物，提供城镇绿色空间，使城镇
更宜居。”世界自然基金会武汉办公室
主任、水资源保护首席专家雷刚说。

据悉，湖北省已建各类湿地公园、
湿地保护区 171 个。其中，国际重要湿
地总数达到 4 个，分别为洪湖、沉湖、大
九湖、龙感湖，居中部第一；国家湿地公

园总数达 66 个，居全国第三；省级湿地
公园总数达 35 个，共有 47.24 万公顷湿
地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保护。

据了解，目前全球湿地率达 8.6%，
而湖北省湿地率为 7.8%。湖北省湿地
保护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湖北省湿地在整体上仍然面
临着多种威胁和巨大压力，退耕还湿的
步伐还需加快，力争到 2020 年，全省湿
地保有量达到 144.5 万公顷，自然湿地
保护率提高到 55%。

孙瑾

湖北47万公顷湿地得到保护
退耕还湿步伐还需加快

本报讯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斑头秋沙鸭，
日前出现在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保护
区，这也让洪泽湖湿地的鸟类记录增加
到 200种。

据洪泽湖湿地鸟类研究人员介绍，
斑头秋沙鸭又名白秋沙鸭，是鸭科秋沙
鸭属的水鸭，全长约 420毫米，雄鸟体羽
以黑白色为主。此次发现的斑头秋沙鸭
眼周、枕部、背黑色，腰和尾灰色，两翅灰
黑色。斑头秋沙鸭栖息在湖泊、江河、
水库、河口、海湾和沿海褐泽地带，主要

以小鱼、软体动物、甲壳类为食。
据悉，洪泽湖湿地景区白鹭湖因控

制水位，再加上丰富的莲藕资源，已成
为多种珍禽越冬的栖息地。研究人员
不仅拍摄到斑头秋沙鸭，还拍摄到了苍
鹭、雁鸭、小天鹅等越冬候鸟，成群连片
的鸟类铺天盖地，清脆的叫声不绝于
耳，时而戏水、时而起舞，形成了一幅美
丽的景象。珍禽给冬日的湿地带来了
生机，成为市民观鸟、摄影和科普的重
要场所。

韩东良 徐万宁 韩伟

斑头秋沙鸭现身洪泽湖
洪泽湖湿地鸟类记录达到 200种

◆本报记者吴殿峰

“鹳爸爸”朱宝光说：
东方白鹳住上钢结构的房子了 雨季扛着梯子徒步去筑巢

“鹤妈妈”夏艳辉说：
丹顶鹤高兴了会撒娇、逗你笑；生病了，也需要安慰和拥抱朱宝光为东方白鹳

搭建人工巢穴。
本报记者吴殿峰摄

夏艳辉将鱼肉剪成
条，喂养小丹顶鹤。

本报记者吴殿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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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好的时光献给生态
“鹳爸鹤妈”养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