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保护湿地刚过半
想多保护有点难

空中不时掠过一群群南归的大雁，几只
白鹭在岸边闲庭信步，野鸭们欢快地掀起一
场又一场滑水比赛，万亩芦苇荡里各种鸟鸣
声此起彼伏……初冬时节，大批候鸟归来，
人称“北方洞庭”的汝南宿鸭湖湿地省级自
然保护区又热闹起来。

湿地不仅是“候鸟天堂”，在调节洪水流
量、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
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们给予她很多美
誉，诸如“淡水之源”“气候调节器”“物种基
因库”“储碳库”等等，具有巨大的生态、社
会、经济效益。

《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是，天然
的、人工的、永久的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
和水泥地带，带有静止的或流动的淡水、半咸
水及咸水水体包括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

根据2013年底结束的全省第二次湿地
资源调查，我省湿地总面积 942 万亩。目
前，受保护湿地面积 519 万亩，保护率从
2011年的26.15%大幅提高至55%，湿地保
护面积逐年扩大，但仍有超过420万亩的湿
地没有纳入保护范围。

“湿地公园林业系统可以组织设立，我
们现在扩大湿地保护范围主要从湿地公园
着手，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建立越来越难。”
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坦言。

据了解，在今年新建焦作黄河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上，由于相关部门强
烈反对，建立该保护区的计划搁浅。

人为干扰因素多
多头管理需协作

调查显示，我省湿地资源面临着污染
（工业“三废”、农药、化肥和城镇居民生活废
水污染）、围垦、基建占用、过度捕捞采集野

生动植物、外来物种入侵、非法狩猎等众多
人为干扰因素。

我省湿地保护条例实施后，湿地保护不再
无法可依，对抑制湿地面积逐年减少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需要正视的是，多头管理的状
态没有改变，湿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我省黄河湿地面积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三分之一，湿地保护条例为其单列一章。但
是，非法围垦的湿地面积仍在增加，无序采砂
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湿地的生态功能。

11月 11日，记者跟随郑州黄河湿地自
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前往湿地荥阳
段。此处距市区较远，人为活动相对较少，
湿地尚保留着原生态景观。但记者发现，湿
地内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鱼塘，还有不少农
田、农场，废弃的塑料薄膜被随意丢弃。

郑州黄河湿地工作人员说，看到湿地遭
到污染或破坏时，想管管不了，既无奈又痛心。

一块湿地由水、植被、动物、鱼虾、土壤
等多要素组成，牵涉到水利、河务、林业、农
业、国土等多部门，只有互相协作配合，湿地
保护才能上台阶。

郑州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尚光铸对正在起草的
《郑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寄予厚望，希望能借
此解决管理职责不清、利益协调不力等众多
阻碍湿地保护的问题。

此外，无论是退耕还湿还是生态移民，
都需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作为激励。

宿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浅滩分布有不
少农田。该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赵道伟说，种
地往往会用农药拌种，加上老百姓因防止牛
羊等吃庄稼而在地里下药，累及觅食的鸟
类，他们曾救助过不少中毒的鸟。

好消息是，我省上个月已经出台《关于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将稳
步扩大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试点范围，推进退

耕还湿试点工作。

湿地保护应重视
资金投入得跟上

经国家林业局指标评价体系评价，单位
湿地价值为每年每公顷11.42万元。

与湿地创造的价值和重要性相比，政府
和公众保护、修复湿地的意识亟待提升、行动
急需跟上。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
利用的关系，考验着执政者的决策与智慧。

“某些地方申请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成
功后，当地领导不重视，工作不力，就是扔在
那儿不干。”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届时验收
通不过，国家层面会有惩罚性措施。

重视与否，湿地保护工作大不一样。
宿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颇受重

视。不仅驻马店市林业局主要领导经常亲
自巡逻，汝南县政府在人力、财力上也予以
支持。赵道伟告诉记者，鉴于今年可能出现
寒冬，县财政已经准备20万元为大雁、天鹅
等鸟类购买越冬饲料。

湿地保护需要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据
了解，2016年国家财政对湿地保护的投入
为200万元，杯水车薪。专家建议，省级财
政应增加湿地保护经费额度，用于省级自然
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管
护、宣教、科研监测设施设备购置和维护，增
强其管护能力。

此外，湿地保护少不了公众的参与，科
普教育、执法案例宣传也要跟上，特别是唤
起湿地及湿地保护区周边群众的自觉保护
意识尤为重要。

“我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肾脏健康，地
球之‘肾’生病了也需要治，等到‘肾’衰竭到
不可逆转就晚了！”赵道伟说。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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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湿地保护条例实施一周年

“地球之肾”好点了吗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张亚钦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

林、海洋并列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肾”一旦

衰竭，其危害性难以估量。

为遏制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

退化的趋势，我省2015年 10月开始

施行《河南省湿地保护条例》，迄今已

满一年。目前，我省湿地状况如何？

湿地保护还有哪些困扰？

郑州黄河湿地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 资料图片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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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李运海

郁郁青山，袅袅炊烟，曲折小巷，传统特
色的民居周围牛羊撒欢……这就是许多人
心中的“乡愁”。对个人而言，传统村落寄托
的是浓郁的乡愁；对国家而言，传统村落传
承的是民族的底蕴。当传统村落的房屋一
间间倒塌时，当曾经熟悉的村落一个个消失
时，我们该怎么办？

今年 9月 30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
准了《信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并决定于
明年1月1日施行。这是全省有关传统村落
保护的第一部法规，为传统村落提供了新的
法律保护。

留住乡愁，让传统村落保护不再愁，既是
法律制定者的初衷，也是老百姓的共同愿望。

信阳第一个吃螃蟹

信阳市人大是去年11月才拥有地方立法
权的，至今恰好满一年。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主任冯桂荣说：“地方有了立法权，大家都很
高兴。但首部立法做什么，大家争执也很大。”

在争执中，传统村落保护逐渐浮出水面，
无可争议地成为信阳市第一部立法的重点。

信阳保存有大量的传统村落。在全省
591个省级传统村落中，信阳有84个村庄入
选，其中19个村庄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
录。冯桂荣说：“传统村落是乡村历史、文化、
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但因无法
可依，加上资金缺乏等原因，传统村落的保护
不太令人乐观，有些地方甚至破坏比较严重，
传统村落的独特风貌正在逐渐消失。因此，
通过地方立法进行保护成为大家的共识。”

因为是地方立法，所以该法规更要反映
信阳本地的需求，体现独特的地域特色，以
增强法规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信

阳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是地方特色。因
此，《信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特别加入了
红色资源，提出“拥有较为丰富的红色遗迹
或者红色文化资源，能够集中反映特定时期
的战斗、生产、生活风貌”的古村落，可以申
报市级传统村落。

省人大常委会刘建功委员说：“信阳制
定了全省首部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带
了个好头，对全省其他地区也有引导和示范
作用。关键要把这个法规执行好，把传统村
落保护好。”

正在“倒塌”的传统村落

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是国家级传统村
落，这里有很多明末清初的建筑。其中有一
处古民居地砖上，清晰地刻有“康熙十年”4个

大字。村支部书记杨长家说：“这间房还是李
先念旧居。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中原野战军
司令员的李先念曾在这里居住，指挥打仗。”

提起传统村落保护的艰难，杨长家说：
“这些房子已不适合居住，不修会塌，修又没
钱。”今年春天，有户居民想扒了老房子重
建，杨长家想尽办法，重新给这户居民规划
了一块宅基地，才保住老房子没被拆。

听说《信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明年
开始实施，杨长家打算将法规的内容贴到每
一座古民居中。他说：“这里还是信阳花鼓
戏的发源地，有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
未来，这些传统民居都是宝贝呀。”

古村落焕发新生机

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被称为传统村

落保护的典范。
何家冲村是我国第一批传统村落，现存

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同时，这里还是红
25军长征出发地。因此，地方政府对何家冲
村的保护非常重视，将原住户都迁了出去，并
对古民居进行了修复，开发成旅游景点。

如果说何家冲村是依靠政府主导得以
保护的话，新县周河乡西河湾村则是依靠

“能人”带动，使古村落得到很好的开发和保
护。这个“能人”就是在北京创业20年、如
今任西河农耕园合作社理事长的张思恩。

西河湾村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
建筑大都是明末清初时期建的，古树老宅，
青砖黛瓦，具有浓郁的豫南农村特色。张思
恩回忆说：“我2013年回家乡时，看到村里
最主要一条街道上到处是牛棚、猪圈和厕
所，房屋破败，残墙林立，心中真是疼痛。”

正好，新县把西河湾村作为乡村旅游的
重要节点来打造，并邀请张思恩回乡创业。

经过 3年打拼，河里的杂草、淤泥清理
了，地下管网埋上了，昔日的主街道也变成
了宽阔的石板路，西河湾村成为远近闻名的
旅游胜地。张思恩说：“旅游发展起来了，村
民富了，古民居也得到了很好的维修和保
护。如今谁家都不会再扒这些老房子了，大
家都知道老房子是宝贝。”

留住了乡愁，也带富了一方百姓，西河
湾村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模式，也让地
方政府看到了如何让传统村落保护不再发
愁的希望。

有专家说，依靠法律保护传统村落，只
是一种强制手段。要想真正让传统村落保
护不再发愁，不仅需要法律手段，还需要行
政手段等其他方法。只有找到各自合理的
运作模式，让父老乡亲唱主角，激发内生动
力，传统村落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并焕发勃
勃生机。⑧8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杜卿

11月 14日，在嵩县县城南的伊河中，一只中华秋沙
鸭正在清澈的河水中畅游。河南野鸟会负责人马朝红
说：“这是我省境内今年冬季发现的第一只来越冬的中华
秋沙鸭，已经在这里近20天了。”

作为冰河世纪残存下来的物种，中华秋沙鸭是远古
鸟类的“活化石”，位列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去年，我
省境内有110只中华秋沙鸭来越冬，我省大别山区已成
为中华秋沙鸭新的重要越冬地。

今年，我省境内会有多少只来越冬的中华秋沙鸭？
有哪些重要的越冬地？除了物种名贵，中华秋沙鸭还有
哪些独特之处？

艰辛寻找路

中华秋沙鸭是一种濒危物种。根据国际有关机构
对其全球种群数量评估，可能少于 3000对。我省境内
有多少中华秋沙鸭来越冬？主要栖息在哪里？对此人
们知之甚少。

从2014年冬季开始，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牵头
组织了为期三年的全国中华秋沙鸭越冬同步调查，我省的
鸟类爱好者和志愿者均有参与。他们前往豫北的太行山，
豫西伏牛山、熊耳山、崤山，豫南的大别山寻找中华秋沙鸭
的身影，他们的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4大流域。

去年冬季，队员们在信阳一个水库找到了36只中华
秋沙鸭。参与调查的马朝红说：“通过这两年调查，我们
掌握了大量信息，我省大别山地区是中华秋沙鸭的重要
越冬地。”

河流健康的“生态试纸”

为什么要对中华秋沙鸭越冬地进行调查？马朝红
说，中华秋沙鸭对生存环境尤其是水质非常挑剔，是水域
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物种，它们就像是一张张“生态试
纸”，监测着流域水环境的健康状况。

从调查结果看，中华秋沙鸭来我省越冬的越来越多，
从一个方面表明我省河流水质在显著改善，水域生态环
境不断转好。马朝红说，对中华秋沙鸭威胁最大的当属
挖沙和修坝，其次是水污染和电鱼、毒鱼的发生。之前在
洛宁县连续4年观察到一对中华秋沙鸭越冬，但是2014
年它们的越冬地变成了挖沙场，之后再也没有见到。

全国和我省对中华秋沙鸭越冬地的调查，也引起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关注。近日，他们也来到洛阳，了解
情况，准备对这项调查给予资金支持。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庭建说：“以中华秋沙鸭为指示物种对其越冬地进行调
查，正好覆盖我国广大区域内水质良好的河流。对中华
秋沙鸭的定期监测，就是对河流生态的监测。”⑧8

□张海涛

水与人类息息相关，须臾不可离。我省近年积极补

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农村集中供

水比例已达八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用上了便捷安全的自

来水。

乡村水利硬件设施日渐完善，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这些变化令人欣喜。但笔者也发现一种新现

象，值得关注。

豫北某村庄，一位村民兴办企业，多年奋斗后终于实

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为回报父老乡亲给予的支持帮

助，这位村民承揽了村中一些公共服务的费用，包括自来

水水费。

据笔者了解，在实施了集中供水的乡村，这种现象并

非个例。除了个人或企业承担自来水费用的形式外，有

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子，自来水水费则由村集体承担。

免费使用自来水后，因部分村民节水意识淡薄、相关制

约措施不完备等原因，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比如在前文

所述村庄，笔者曾见到，村民洗衣服时一两个小时不关水龙

头，自来水白白流淌，着实让人心痛。

免费供水，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做

法值得称赞。但农村供水，不能简单地一免了之，应该完

善相关配套措施，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

比如，在免费的同时，规定每户一月的用水上限，超

出部分则高价收取费用。或是农民用水仍然交费，捐助

的钱用其他形式给群众办实事。节水意识教育也应加

强，通过各种生动鲜活的宣传形式，真正在乡村建设节水

型社会。

曾有专家预言，二十世纪的许多战争因石油而起，二

十一世纪则可能发生水的战争。现在看来，这并非危言

耸听。

我省是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

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

快，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为满足用水需求，许多地

区超采地下水，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水漏斗区。农业是我

省用水第一大户，用水方式仍比较粗放，一些村庄，近年

井越打越深，水越来越少。

水资源日趋紧缺，节水护水人人有责。在乡村大兴

节水之风，才能更好地保护水生态环境，打造美丽宜居、

人水和谐的新农村。⑧3

信阳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让乡愁不再发愁
农村免费供水
岂能一免了之

寻找中华秋沙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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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湾村成为旅游胜地。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