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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咋能不断档

空气污染可以治理，物种

灭绝无法挽回。2017年元旦

起，今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

“新法”）将开始实施。这是该

法自 1988年颁布以来第一次

大修，增加了不少保护内容，责

任更加明晰，处罚的手段也增

添不少，让不少野生动物保护

人士为之振奋。

新法实施在即，我省林业

系统工作人员正在全省各地开

展学习宣传培训工作。新法对

政府、公众、志愿者等有何约束

和利好，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

相关政府部门人士、专家和志

愿者。

□李若凡

如果您经营一个饭店，我告诉您，冬天的时候不用营业，可以

歇着。您一定觉得我疯了，这不得赔死吗？眼下，冬季就是我省

乡村旅游的淡季，有的农家乐在冬季自动选择关门歇业。

上周末，一位朋友想到中牟县沙窝游玩。笔者给这位朋友

提供了两三家农家乐的联系方式。不料，这位朋友乘兴而去，败

兴而归，这几家农家乐都因为现在是淡季而关门整修了。

这种情况不是孤例，笔者近期曾到荥阳一处景区，发现绝大多

数农家乐、农家宾馆都处于零星开业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客人。

我省的乡村旅游一般从 5 月份逐渐进入旺季，到 11 月份就

开始进入淡季，一年中的黄金经营时间也就 5个多月，其余时间

都处于断档状态。

这不是个小问题。首先一年当中长时间关门歇业，在经营

者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其次，许多乡村旅游

项目的黄金时间集中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半年不开张，开张吃

半年”的心态可能导致经营者宰客、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还有

就是，游客量集中在短时期内爆发，会导致一系列的“景区病”，

比如堵车、停车难、如厕难、人员拥挤等等，旅游体验降低，最终

导致游客流失。

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多，并且有许多成功的案

例可循。比如利用科技避开季差，利用温室技术，种植有特点、

有卖点的农作物，满足游客求新求变的心理；比如顺应时节，根

据季节条件推出适宜的农业休闲活动，春季观鸟观花，夏季游泳

垂钓，秋季采摘秋果秋实，冬季滑雪温泉等；再如，在淡季推广庙

会、民俗、特色产品等活动。一些正在消失的民俗，像民间庙会、

祠堂祭祖、元宵社火表演等可以吸引眼球，特色产品类可以让游

客体验磨豆腐、打年糕、农家醋（酒）酿造、村庄宴席等。这些对

于城市人来说，老人重在怀旧，年轻人重在新奇，都具有相当的

吸引力。

目前我省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多以本地农民为主，发展方式

粗放、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普遍，从业者的思维意识、发展观念还

相对滞后，做到淡季不淡，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正因如此，靠散兵游勇式的自然发展已经走不通了。要逐步

使我省乡村旅游走向专业化经营管理、充分盘活资源、丰富业态形

式、细分拓展市场，彻底从“淡季断档”转变成“全季红火”。这需要

社会各界尤其是当地政府、专业机构的大力引导和扶持。⑧3

本月初，一只重约 416斤的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棱皮龟在湛江市惨
遭屠宰，龟肉被闻讯赶来的当地人抢
购一空，悲剧的发生令人心痛，也凸现
公众保护意识的淡薄。

提高公众意识是野生动物保护的
治本之策。新法对公众的放生、吃野
味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新法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
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
系统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李长看看来，放生某种程度上
就是害生、杀生。“违法分子卖10只活
鸟，他的捕鸟网上粘死的可能就有上

百只。而且随意放生，还不一定能
活。”

如果放生的是外来物种，情况就更
加复杂。李长看说，要么是不适应环境
死亡，要么活下来，但因为没有天敌制
约、野蛮生长，威胁本地物种生存。

新法规定放归外来物种不仅要罚
款，放生者还要限期捕回，否则要承担
捕回或者降低影响措施的费用。

对于那些出于猎奇、炫耀热衷于
“野味”的人，新法增加了不得违法生
产经营以动物为材料的食品的内容，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放生、吃野味、养宠物、动物标本
等需求催生了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利
益链。但在执法过程中，取证难、鉴证
难、人力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执法
机关。

没有需求就少了伤害，野生动物
保护根本上要靠公众自觉。李长看
建议热心的放生者，可以以捐款的形
式回馈自然，或者亲自参加政府部门
或专业组织举行的救护放归活动。

“吃野味更要慎重，野生动物身上可
能携带疾病，它们不少还都是被毒杀
的，吃了无异于‘服毒’，实在是损‘动
物’不利己。”

□本报记者 陈慧

“白琵鹭觅食时误入了正在育雏的黑
翅长脚鹬的领地，平时举止文雅的水边仙
子为了保护家园发起了猛烈攻击，让大块
头受到胯下之辱。”

看“鸟友老杨”的微信朋友圈，是一种视
觉享受。春节，他“携川金丝猴给朋友们拜
年”；教师节，他希望老师们像黄腹角雉一样

“享受国家一级保护”……他的世界里是各
种各样的鸟儿。

“鸟友老杨”原名杨旭东，是河南省野
生鸟类观察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法人兼常
务副会长。12月 16日，记者在观鸟会的

“鸟窝”，听老杨谈“鸟事”，侃“鸟运”。

爱它就不会伤害它

老杨并不算老，今年不过48岁。一开
始他对鸟并没那么着迷，2003年之前，他
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曾经没日没夜地
玩。后来他痛下决心戒掉这个不良嗜好，
就开始背着行囊出行，顺便拣起了摄影，
从拍摄风光、人文到野生动物，最终把镜
头聚焦于鸟类，就再也刹不住了。

爱屋及乌，搞生态摄影的往往最后会
变成环保主义者。“从镜头里观察鸟，就像
看3D动画一样，很美。”老杨说，“了解它，
亲近它，喜欢它，就不会再去伤害它。”老
杨以前也曾吃过斑鸠、野鸡、野鸭等。但
现在，谁要是再劝他吃什么野味，他保准
会跟谁急。

他不吃，他周围的朋友也不吃。老杨

有个影友是郑州黄河边某村的村支书。
一天有人送了两只灰鹤请影友尝尝，他说
鸟我收下了，随即便转给了河南省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救护放生。在他的感染下，本
村的、附近的村民没有再吃鸟的和偷卖野
味的。

用影像进行科普，用相机保护生态。
为了把鸟儿们最美的瞬间分享给大家，增
强人们爱鸟护鸟的意识，2012年，他做了
一个让周围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了一
直经营红火的医疗生意和几个河南鸟类
摄影爱好者一起，经过一年筹备，成立河
南省野生鸟类观察学会。

有朋友劝他，你这叫“玩物丧志”，经
济上损失这么多，值得吗？

他却说“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梦想”，

从此全身心地投入，鸟类科普的课堂、观鸟
活动的现场、保护育雏的崖沙燕工地……
身影匆匆，乐在其中。

给鸟儿拍照不简单

有些人也爱鸟儿，却是自私的一种
爱，他们只想把鸟儿占为己有，哪怕是鸟
儿的尸体。老杨说，社会上对珍禽异兽标
本的追求和攀比只能刺激更多的盗猎者
去杀戮，给鸟儿带来灭顶之灾，最好的爱
是用图片代替标本。

想拍出动人的野生鸟类图片并不容
易。南北极、亚马孙、肯尼亚、尼泊尔、马
来西亚等不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
老杨的足迹。

远距离的跋涉、长时间的守候是必
须的。想拍出好照片，最好与鸟保持平
视，有时这意味着要趴在地上。2014年
9月在江苏南通拍勺嘴鹬的经历让老杨
记忆深刻。勺嘴鹬在全球不足 400 只，
每年迁徙季会在小洋口的滩涂稍做休
整。“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下滩，拖着近 20
斤的‘大炮’，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几平方
公里的滩涂上寻觅几只比麻雀还小的
鸟，发现疑似目标后立马卧倒匍匐前进，
尽可能地接近目标，趴在泥水里等候时
机。”老杨说，就像一场无声的战斗，哪还
顾得上衣服湿不湿？这就是拍鸟人的苦
中作乐。

大多时候这种守候是徒劳的，老杨
说，意外的惊喜也不少，也许你要等的是
勺嘴鹬，却来了一只大勺鹬呢。

下雨时电线上小猫头鹰无奈的仰望
天空、萌萌地甩头，南极小企鹅呆呆地注
视着庞大的科考船，八哥、兰草与枯树的
生死轮回……一个个叫好的画面背后，是
老杨的汗水、忍耐与执着。

有时候，放弃是为了心灵更好地前
行。放弃了有形的资产，醉心于生态摄影，
对老杨来说，这边风光正好。这不，11月
份，他的摄影作品《生灵之间的对话》在济
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大获好评，12月又受
邀参加首届中国（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
国际摄影展。

“对生态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人类，
我这么辛苦地去拍照片、做科普，就是想
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提高保护意识，和
鸟类共享同一片蓝天。”老杨说。⑧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高帆

12月 18日，记者来到淅川县马镫镇白鹭滩，郁郁葱葱的丛
林之上，成千上万只白鹭漫天飞舞，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构成
色彩斑斓的画卷（如上图）。

白鹭滩原本叫白渡滩，只是濒临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荒坡滩
头。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各地大炼钢铁，淅川县也不例外，村
民们把山上大部分树木砍光当柴火烧掉。之后，当地山上就开
始出现山石裸露、草木难长、水土流失等“石漠化”现象，水源涵
养能力差。

随着近年淅川县生态建设的推进，白渡滩环境越来越好。今
冬以来，淅川县又投资1500万元，在白鹭滩区域栽植火炬松、五角
枫、日本樱花、海棠等60万株，硬是把8000亩荒山变成了“花园”。

随着白渡滩的环境越变越好，在此集聚的白鹭越来越多，成
了远近闻名的一个景点，白渡滩遂改名白鹭滩。

白渡滩的改名，折射出了“生态立县”战略给淅川带来的深
刻变化。

淅川是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肩负着保水质的重任。呵护
一库清水，淅川一直在努力。

组建了2000人的专业护水队，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4万
余箱养鱼网箱，全面取缔禁养区内养殖场，建设了全省首个县级
污泥处理中心……

保证生态持续向好，仅靠铁腕治污行动远远不够。淅川确
立了“生态立县”战略：坚持以水质保护、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
实施综合治理，强力推进生态建设。

然而，这项战略的实施绝非易事。“放大市场机制的刺激作
用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高效生态产业快速发展，走水清
民富之路。”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道出了破解路径。

淅川县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招商引进多家龙头企业，采取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高效生态产业，进行绿
色种植。

如今，50多家企业投资生态产业，20多万亩荒山荒坡披上
绿装，26万亩的软籽石榴、金银花、湖桑等染绿库区，97.2万亩
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惠及城乡。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创新多元融资、合同造林、专业队造
林、市场化造林等机制，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淅川县县长杨红忠
介绍。

两年来，淅川累计完成营造林143.9万亩，原来的石漠化荒
山如今已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45.3%。

通水两年来，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达标。白渡滩改成了白
鹭滩，越来越多的淅川农民也捧起了“生态碗”。

仓房镇刘裴村是个移民村，如今节假日小村庄里游客如潮，
生意火爆。“咱这儿山青、水甜，生态环境好，游客自然多。”刘裴村
村民燕占泉笑着说，农家乐，乐农家，鼓起的钱袋够咱花。⑧8

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即将实施

给美丽生灵撑起更强“保护伞”

淅川生态立县保水质

从白渡滩到白鹭滩

鸟友老杨

□本报记者 陈慧

今年被称为打击乱捕滥猎候鸟
行为最“严”年，不少候鸟得以逃脱迁
徙之殇，“清网行动”最初推动者就是
天津、河北的志愿者。他们发现并帮
助执法人员拆除“万米网海”、举报非
法收购候鸟网点，唤起了大批公众对
候鸟的关注，国家林业局特地发文
《要满腔热忱欢迎志愿者加入》。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保护
野生动物中，弥补了基层保护力量薄
弱的现状。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在长垣境内面积超过
12万亩。“森林公安、渔政执法大队、
野保科三个部门加起来参与保护的

也就10多人，这么大的巡护面积，有
心无力。”长垣绿色未来环保协会负
责人宋克明说，长垣的情况还算好
的，重视发动民间力量，现在每天晚
上志愿者和执法人员加起来六七个
人，开着两辆车在保护区不间断地巡
查。

但是，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普遍面
临着缺少经费的尴尬。新法规定“鼓
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
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野生
动物保护活动”。

据介绍，国家鼓励主要体现在提
供必要服务和便利、给予税费减免、

经费支持、购买服务等。具体措施会
在新法配套规定中出现。

李长看认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式给予民间力量经费保障是个
好办法，除此之外，可以为他们提供
专业建议和必要的法律援助。

让志愿者们更有底气的是，新法
对失职渎职的政府官员，规定了撤
职、开除和引咎辞职等严厉的法律责
任。宋克明说，志愿者没有执法权，
发现了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只能向有
关部门举报。这一规定将促使有关
部门依法行使职责，志愿行动将更有
动力和效果。⑧3

野生动物资源为国家所有，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对群众人身、财产造成了伤害，由群众自己承担全部
或部分的损失明显不合理，但现实中，因为地方政府
经费有限，也无可奈何。

在我省偏远山区，因金钱豹、野猪、猕猴等扰民
伤畜事件并不鲜见。据了解，在损害补偿方面，济源
市在全省走在前列，出台了《济源市野生动物损农补
偿办法及标准》。2013年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金钱豹突袭农户羊圈，连咬带吓致使56只羊丧命
曾引起轰动，政府给予了补偿。但因为市里每年补
偿额度有限，农户到手的补偿金不足市场价一半。

新法规定，因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
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
予补偿，中央财政予以补助。

省林业厅保护处相关负责人说，如此一来，解决
了地方资金紧缺和对损失补偿不充分的问题，进一
步激发老百姓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新法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要制定野
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相关保护规划和措施，并将野生
动物保护经费纳入预算。这在事实上明确了中央政
府在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方面的预算支出责任，
因为目前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经费都由中央转移支
付和专项资金补助。

郑州师范学院动物学教授李长看认为，把野生动
物栖息地纳入保护并给予经费支持是一大亮点。“保护
栖息地比保护个体更重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
多野生动物的消失跟栖息地的破坏有莫大关系。”

经费有保证了，新法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要
求。据了解，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将很快公
布。“新法要求地方政府定期开展调查、监测和评估，
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栖息地档案，这对野生动物保
护是一大利好。”李长看说。

公众：放生别任性，吃野味请慎重

民间力量：保护野生动物将更有底气

政府部门：
补偿经费有保证了

长垣绿色未来环保协会志愿者和当地森林公安一起拆除捕鸟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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