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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城市之肺
有了湿地公园，
城市不再"灰头土脸"

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的白龟湖
本名白龟山水库，面积超过杭州西湖
的10倍。

“早在十几年前，白龟湖滩涂湿
地并未被人所识，到2005年，平顶山
市投入近3个亿，将这片荒野、垃圾
遍地的滩涂开发成湿地公园。”负责
白龟湖湿地公园管理的李永强总经
理告诉记者，作为煤炭资源城市的平
顶山，饱受污染之患，曾被人戏谑“一
里步行走，煤灰浑身抖”。提高群众
生活环境，把白龟湖湿地公园打造成
平顶山城市之肺，净化城市空气。这
是开发白龟湖湿地公园的主要目
的。经过10多年的持续建设，这一
目已经实现。如今，每到周末假期，
免费的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就成了
人们休闲娱乐的去处。

李云峰是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他见证了公
园从建园初期到现在的发展。

“湿地公园建设前，就是一个十
分荒凉的黄河滩涂，只有附近村民在
这里种的少数果树，基本没有植被，
还有一些砖窑厂。”李云峰说。

2005年，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加
快建设天鹅湖景区建设步伐，湿地公
园自然山水特色进一步凸显。2007
年2月6日，景区被国家建设部命名
为“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成为
河南省首家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每年冬季和春季，是游客数量
最多的时候。”李云峰介绍，冬季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里观赏白天
鹅；在春季，湿地公园牡丹苑内的牡
丹花盛开，三门峡周边运城、渭南等
地游客都会来此赏花，如今这里也已
成为三门峡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我相信我们的湿地公园越来越
有魅力，一定会给各地游客留下深刻
的印象。”李云峰说。

生态好了，发展自然就有前景。
淮阳县委书记马明超向大河报记者
介绍说，目前，淮阳县以湖为媒，以荷
交友，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荷花节，
成为全省继洛阳牡丹、开封菊花之后
着力打造的第三大花卉旅游节会。

马明超说，随着旅游设施和景观
的不断完善，不仅要把淮阳龙湖打造
成为周边群众常去的休闲娱乐场所，
而且要成为国内生态旅游的重要目
的地。

9月19日上午，记者走
进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
园，这儿水质清澈，波光粼
粼；荷花片片，芦草青青……
宛然一派江南美景，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有的带着孩子游玩、有
的三五个好友散步湖边、有
的品尝水产等，感受着湿地
魅力，欣赏着自然美景。

“没想到豫东地区有这
么美的地方，简直如天堂一
般，和家人来这里是一个很
好的放松心灵的机会！”来自
郑州的游客谢冉说，带着家
人、让孩子近距离接触大自
然，感受到了书本上学不到
东西，加深孩子对保护生态
环境的认识，非常有意义。

“这么美的风景，还能品
尝黄河大鲤鱼、大闸蟹等美
食，我觉得民权之旅太棒
了！"来自山东菏泽的游客

王青兴奋地说。
“漫步其间，置身空气清

新的早晨，听鸟儿啾啾为你
歌唱，看它们在翠绿的树叶
间追逐，随微风翩翩起舞，亲
近自然，心境顿时清新宽广，
无比舒畅。”带着一家人在淇
河湿地公园散步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
说女子享清闲……”一腔豫
剧，响彻在清晨的濮阳金堤
河国家湿地公园上空。宽旷
的公园广场上，老人们结伴
拉起二胡，轮番演绎着豫剧
名段。沿着木栈道走去，人
们在公园内散步，凉亭下有
人在朗诵。环卫工人告诉记
者：“建好湿地公园之后，这
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唱戏
的、晨练的、朗诵的，呼吸
着新鲜空气别提多得劲儿
了。”

在淇河国家湿地公园观
景台上凭栏远眺，大片苍郁繁
茂的绿植环抱着清澈见底的
河水，星罗棋布的小岛恰如其
分地点缀其中，如诗如画。

站在公园观景平台远眺，
林木环绕的大片湿地尽收眼
底，9个生态小岛犹如绿色宝
石，被木质栈桥串成一条“绿
色项链”。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以《诗
经》中的9首诗为主题的9座
岛已经建成，称为诗经九洲
岛，每座小岛都有一个颇具意
境的名字——桃夭、淇奥
（yù）、摽（biào）有梅、采薇、
桑 中 、芄（wán）兰 、关 雎
（jū）、定之方中、蒹葭，它们
由栈道相连，宛如散落在河道
中的一串项链。

如今，桃夭岛上，“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采薇岛上，杨
柳依依，脉脉含情；淇奥岛上，
绿竹青青，翠叶婆娑；桑中岛
上，桑柘繁茂，其叶沃若……
昔日古人笔下描述的淇河两
岸自然风光已重现。

已存在6500多年的淮阳

龙湖，早在上古时期就是水草
茂盛、适宜人居的地方，人文
始祖太昊伏羲氏曾率领部落
定都于此。《诗经·泽陂》里记
载，“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描
绘的正是淮阳龙湖。千百年
来，龙湖留下太多的人文故
事，也留下很多众人传颂的诗
篇。

此外，在龙湖“天下第一
荷”的石刻前，蜿蜒曲折的栈
道木亭上，还镌刻了历代文人
骚客的诗词佳句，供后人欣赏
和传诵。李密的《淮阳感怀》，
张继的《晚次淮阳》等等，这些
与淮阳息息相关的诗句，成为
又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景点。

文化龙湖，生态淮阳。为
了保护好龙湖这颗璀璨明珠，
淮阳县也作出了很多努力。
当地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
来，淮阳县将城内所有浴池、
污染企业全部迁了出去，并大
面积补栽芦苇、莲藕等多种水
生植物，严格执行有序捕鱼，
从而有效保护了龙湖生物的
多样性。

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公园，每天
有万余只白鹭翩翩飞舞、栖息觅食。
万鸟纷飞的景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
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

三门峡天鹅湖湿地公园每年冬
春两季，会有来自全国的数千名摄影
爱好者聚集拍摄白天鹅，景区专门为
摄影爱好者修建了白天鹅观赏屋。
站在这里，湿地、湖泊、天鹅、城市为
一体的画面尽收眼底。修建白天鹅
观赏屋，就是为了方便游客观赏白天

鹅，方便摄影爱好者拍照。
在淮滨淮南湿地鸟类乐园方家

湖保护站，记者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
电子屏幕，通过操作，可以很清晰地
看到附近经过的鸟类。“这个是自动
视频监控，可360度旋转，辐射周边3
公里。”工作人员介绍。该区域也是
中国《鸟网》水鸟观测拍摄基地。

“我经常在荒草丛中一蹲就是七
八个小时，为了拍一张自己满意的照
片连续好几天跟踪……”有着鹤壁

“鸟叔”之称的冯豫山向记者描述他
在淇河拍鸟的场景。

今年43岁的冯豫山从小就喜欢
鸟，2009年才踏上拍鸟的征途。8年
下来，他拍摄到190种鸟类。他告诉
记者，有时候一天能拍个几千张，但
令自己十分满意的并没有，只能等到
第二天再继续拍摄。跟鸟打交道的
这8年中，他练就了听声辨鸟的本
领，只要不是极其罕见的，他都能凭
声音叫出鸟的名字。

“希望通过拍鸟，让大家看到鸟
的美丽，呼吁更多的人一起保护鸟
儿，保护自然之美。”冯先生想通过本
报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爱鸟、护鸟的行
动中来。

核心提示丨
这里是地球之肾，
是城市之肺；这里
是鸟类天堂，是游
客乐园；这里是摄
影爱好者的云集之
地，是千百年来诗
意流淌的地方……
近年来，随着生态
环境的改善，中原
大地的众多湿地公
园吸引了数百种鸟
类栖息、逗留，不少
“稀客”变“常客”，
植被生态也更具多
样性。眼下正是到
湿地公园观鸟品秋
的绝佳时间，草木
黄绿相间，湖上碧
波荡漾，远处不时
飞起一只水鸟，好
一幅“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迷人画卷。

微波荡漾 芦草青青
观鸟品秋 请来这里走走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省内众多湿地公园成了鸟类天堂，
本报将其绘制成观鸟地图，送给将要出行的您

9月19日，记者来到位于信阳市
淮滨淮南湿地鸟类乐园方家湖保护
站，看到成群的白鹭自由自在栖息，
时而盘旋天空，时而下水觅食。不时
看到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在空中
飞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鸟类的天

堂，截至目前发现了159种重点保护
鸟类，更是爱鸟者的乐园。目前已发
现的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就有26种。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看到候鸟迁徙的
场面了。”该保护站工作人说。

在淮阳龙湖湿地公园，渔民刘大
哥介绍，淮阳龙湖湿地公园的水鸟足
有20多种，野鸭、鸳鸯、鸬鹚、秃鹫、
白鹭……此外还有暂时在此停歇准

备迁徙越冬的大雁。遗憾的是，记者
去的当天，因为刚下过雨，鸟儿露
头的机会少，记者没拍到它们的身
影。

金秋时节，天朗气清，河南多地
的湿地公园迎来了各种各样的鸟
类。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淇河湿地生
活的鸟类多达225种，包括灰鹤、苍
鹭等国家级保护动物在这里安居。

“这几年的保护措施，湿地公园
动植物栖息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其中
鸟类种类与2011年的调查相比，增
加69种。”淇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前不久，极危候鸟青头潜鸭现身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这种鸟
类全球仅余500只左右。经民权黄
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和郑州
师范学院联合开展鸟类调查，在该湿
地公园多次观察记录到青头潜鸭共
58只，同步观察记录到珍稀濒危鸟
类青头潜鸭3个种群，这是国内发现
较为罕见的青头潜鸭大种群。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局局长李杰说，青头潜鸭对栖息环境
的要求非常高，由于数量极少，难得一
见。原本青头潜鸭应该生活在长江流
域，随着季节变化迁往黑龙江流域。
目前，青头潜鸭已经是反季节在此停
留，并在此繁衍生息。青头潜鸭在民
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被发现，说
明湿地公园的环境适于它们的栖息。

9月19日，三门峡天鹅湖湿地公
园里，站在天鹅观赏屋向下望去，周
围水域宽阔，微波荡漾，浅滩芳草萋
萋，秋虫鸣唱，不时有白鹭在湖面上
飞翔。“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的
醉人景色尽收眼底。

“2009年，这里最多只有70多只
白天鹅，而2015年最多达到了七八
千只。”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管理处副主任张予西说，为给白
天鹅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湿地公园
工作人员在园内青龙湖和苍龙湖区
域栽植了荷花、水生鸢尾等水生植物
8万余平方米，加大巡查力度，禁止在

白天鹅重点保护区内开展钓鱼、燃放
鞭炮、汽车鸣笛等各类影响白天鹅栖
息越冬的活动，还成立天鹅队，加大
白天鹅的保护及喂养工作，有效保护
了湿地的环境。

芦花似雪，莽莽苍苍，除了白天
鹅，三门峡天鹅湖湿地公园还迎来了
许多其他种类的鸟类，常见的鹭科、
秧鸡科、鸥科以及雁鸭类水鸟有30
余种，全年共有200余种鸟类在此栖
息，是名副其实的鸟类乐园。“湿地不
仅让‘稀客’入驻，还让‘稀客’常年入
驻。”张予西告诉记者。

三门峡

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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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这里是爱鸟者的驻足地
“鸟叔”热衷“潜伏”，8年拍摄190种鸟类

这里是诗意流淌的地方
曾经留下传世诗篇，如今美景被诗歌串起

这里是游客乐园
休闲游玩好去处，直把河南作江南

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

淮阳龙湖湿地公园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淮滨淮南湿地鸟类乐园方家湖保护站

淇河国家湿地白鹭掠影（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淮滨淮南湿地，黑耳鸢在空中飞翔。
（彭大国 摄影）

淮滨淮南湿地，斑头雁在河边伸展翅膀。（彭大国 摄影）

黑翅长脚鹬漫步在水中（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白胸苦恶鸟在淇河湿地嬉戏（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白鹭在水面飞舞觅食（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池鹭掠影
（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淇河湿地公园的翠鸟立在枝头（鹤壁市淇滨区林业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