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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松

在神农架探访川金丝猴

退渔还湖湿地美
本报记者 白海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上世纪 70 年代，神农
架国家公园的金丝猴只有
500 只 左 右 ，现 在 已 经 有
1300 多只了。金丝猴保护
工作是庞大而系统的全生
态修复过程。神农架国家
公园通过对已被破坏的生
态进行修复、加强生态监
测与巡护、限制人类生产
活动范围等，常年跟踪研
究金丝猴，并采取适当的
保护措施，实现了神农架
金丝猴种群数量的稳步
增长
本报记者

神农架大龙潭金丝猴基地饲养员张涛在给金丝猴喂食。
看到一块巨石上镌刻的“金丝猴
部落”5 个绿色大字，就到了神农架
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
地。这里海拔约 2200 米，蓝天白云
下，山上的灌木不是很高大，院子里
的巴山冷杉、华山松长势茂盛，一排
木屋在绿色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温暖。
5 月 11 日，在一片鸟儿的鸣叫声
中，基地负责人黄天鹏向记者讲起他
们和川金丝猴的故事。
有两组数字让记者印象深刻：上
世纪 70 年代，神农架国家公园的金
丝猴只有 500 只左右，现在已经有
1300 多只。
2005 年，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
究基地建立。那时，跟踪观察金丝猴
还需要用望远镜。而现在，
“ 已实现
人猴零距离接触，抚摸、握手都没问
题”。黄天鹏说。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跟踪观察
金丝猴——背着帐篷和干粮，时间最
长的一次跟了一年，为了建立与金丝
猴之间的联系，了解它们的社会和生
活习性。起初，为了不让金丝猴发
现，要躲藏在用枯枝和树叶搭起的小
房子里观察。经常是跟着猴群一走
就是几十公里。如今，通过多年的观
察与摸索，目前基地拥有一个数量为
90 余只的野生金丝猴投食招引群
体。”
现在神农架大龙潭野生金丝猴研
究基地有工作人员16人，
其中12人是
金丝猴的跟踪观察研究者。随着近年
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基地
已上升为湖北省金丝猴保护研究中
心，
并于2012年列为我国首个专门研
究金丝猴的基地——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神农架金丝猴研究基地。
据湖北省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
局科学研究院院长杨敬元介绍，金丝
猴保护工作是庞大而系统的全生态
修复过程。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
通过对已被破坏的生态进行修复、修
建野生动物通道与走廊、加强生态监
测与巡护、限制人类生产活动范围
等，常年跟踪研究金丝猴，并采取适

表情乖萌的幼年川金丝猴。

本报记者

当的保护措施，才实现了神农架金丝
猴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
川金丝猴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属
濒危、易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其毛色艳丽、性情温和，深受人
们的喜爱。金丝猴与大熊猫一起被
列为中国的两大
“国宝”级动物。
世界上现有金丝猴 5 种，分别为
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越南
金丝猴和怒江金丝猴。我国有 4 种
金丝猴，其中川金丝猴发现得最早，
1874 年被定名为“川金丝猴”。因其
鼻孔朝天，面孔青蓝，别名又叫仰鼻
猴、蓝面猴。川金丝猴主要分布在四
川、甘肃、陕西一带以及湖北的神农
架，一般生活在海拔 1500 米到 3300
米的高山峡谷中。
神农架金丝猴为川金丝猴的一个
特殊分布种类，仅分布于泛神农架地
区，
呈孤立的小种群，
与四川、
甘肃、
陕
西种群相互隔离。神农架为世界金丝
猴地理分布的最东端，神农架金丝猴
种群在川金丝猴演化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研究神农架金丝猴种群对保护整
个川金丝猴种群意义重大。
“但其生存
状态极度濒危，亟待加强研究与保
护。
”
杨敬元说。

神农架金丝猴共有 8 个种群，大
龙潭金丝猴群体是神农架金丝猴群
体中最小的一个种群，数量有 90 多
只，4 个家庭，一个全雄单元，是研究
基地多年投食招引的成果，主要分布
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内的龙潭湾、三岔
沟、龙林沟、观音洞等地，面积约 8 平
方公里。目前该基地承担着神农架
金丝猴保护生物学、遗传多样性保护
与管理、人工繁育与疾病防控和健康
监测、行为生态学与栖息地保护恢复
等综合研究，先后吸引了中科院动物
所、北京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等 30 余所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合作研究。基地正在被打造
成中国与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
样性研究沟通的桥梁，成为展示湖北
和神农架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窗口。
基地研究人员经过观察研究发
现，神农架金丝猴之所以濒危，除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肆砍伐森林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高寒、大雪
的冬季，
食物缺乏。
为了让神农架金丝猴放心吃人类
给它们投放的苹果、
胡萝卜等食物，
工
作人员把苹果插在金丝猴们爱采食的

李佳霖摄

广东肇庆新区综合整治砚阳湖水系

昔日黑臭水体 今朝碧波清流
本报记者 林火灿

5 月的广东肇庆，夏阳正艳。位
于肇庆新区的砚阳湖碧波荡漾、白鹭
翔 集 ，焕 发 出 岭 南 新 水 乡 的 勃 勃
生机。
这个造型优美、形如砚台的人工
湖，如今已成为肇庆的新地标。而在
3 年前，这里有 218 个大小不一的鱼
塘，周边还散布着猪圈。平日里臭气
熏天，
一到雨季更是污水横流。
为了让旧貌换新颜，一个以水系
生态修复、
防洪排涝为主要目标，
以自
然山水和岭南文化为特征的砚阳湖水
系综合整治工程应运而生。中国一冶
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工程总承包单位。
中国一冶肇庆项目部经理范锐

说，当年，肇庆砚阳湖区集雨面积近
11 平方公里，工农业废水、生活污水
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湖区每年总氮负
荷为 275.5 吨，水质为 V 类。同时，
规划范围内防洪防涝标准低，水害频
繁。
“ 我们把生态保护措施植入工程
设计中，坚持‘水安全、水景观、水环
境、水文化、水经济’的设计理念，突
出防洪排涝、改善水体质量、彰显岭
南风情。”
砚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包括湖
体开挖、湖岸防护、景观绿化、防汛道
路等主体工程和湖岸公园、
绿道工程、
公共场所设施等配套工程。
开挖砚阳湖是整个工程的重
点。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集，土方
工程量大，微地形整理面广，施工和
环境保护难度很大。范锐说，肇庆项
目部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建筑信息模

型化技术对场内的土方进行精准计
算，
科学制定土方平衡方案。
通过精心组织、合理策划，中国
一冶修建起 26 公里长的施工便道，
将
230 多公顷的施工区域划分为 10 个
工作面，并设计出进退有据的施工线
路图，建立起各区域平行施工的工作
方案。工程共完成土方量 500 余万
立方米，在完成湖区土方开挖及湖岸
线回填施工任务的同时，还实现了工
程项目土方零外购、零外运、零排放，
不仅节约投资 4000 万元，还保护了
现场环境，
减少了扬尘和污染。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采用
多项生态海绵城市施工技术。其中，
在园林景观游人广场、环湖绿道及砚
阳湖3至8号桥梁面层，
铺装彩色透水
混凝土 3800 立方米。这种具有透水
效果的彩色混凝土，不仅提升了景观

李佳霖摄

云雾草枝上。这样过了很久，才发现
有胆大的猴子尝试着咬了苹果一口
……对第一只品尝苹果的猴子，基地
的研究人员觉得它胆子很大，给它起
了个名字叫
“大胆”
。
大胆今年 22 岁了，按照金丝猴 1
岁相当于人类 3 岁的算法，大胆已经
有 60 多岁了。
“如果不是现在的生态
环境更好了，人工投食的种类更丰富
了，大胆可能活不了这么大岁数。”黄
天鹏说。
向山里走去，沿着石板路拾级而
上，
远远能听见金丝猴的叫声。
张涛是从部队复员后主动来神
农架金丝猴基地工作的年轻人，他家
就在神农架木鱼镇。说起金丝猴，张
涛充满了感情：
“金丝猴其实很黏人，
跟你熟了，看你来喂食，它会远远地
叫，让你知道它在哪。有时会来翻你
的口袋，看你有没有给它带好吃的，
还会用它的爪子给你梳理头发。小
雪头和孤儿这两只小金丝猴都与我
很熟，如果太久不见了，孤儿还会上
来抱住我。”
看见我们来了，十几只金丝猴有
的从山上跑下来，有的抓着树枝荡过
来。金色的毛发，灵动的身姿，似一
群美丽的精灵。张涛手拿苹果喊了
几声，几只金丝猴奔跑过来，一边吃
苹果，
一边快乐地叫着。
“跟踪研究金丝猴十几年了，虽
然辛苦，我们却真实地见证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自从神农架实行
了大保护，2017 年又被列为国家公
园，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好了，金丝猴
也越来越多了。”黄天鹏说。
杨敬元告诉记者，日前，由神农
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发起成立的神农
架金丝猴保护基金会已揭牌，将通过
基金会公益载体搭建国际、国内交流
平台，汇集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促
进神农架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
究。
“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金丝猴，是神
农架保护与发展的见证者，也是衡量
人类改善生态环境成果与质量的‘裁
判员’
。”

颜值，还可让雨水流入地下，涵养水
源，有效消除路面积水，减小地表径
流，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并且施工成本
低廉，实现了“透水、渗水、蓄水、水资
源回收再利用”
的海绵城市理念。
经过近 3 年的建设，砚阳湖水系
逐步形成。现场监理代表、广东天衡
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监代表
何立忠告诉记者，
通过进水闸、
泄水闸
的运行调度，上下游的水体联动为砚
阳湖注入了天然活水，不仅满足了砚
阳湖及其周边区域防洪排涝、
调蓄、
景
观补水、
休闲旅游的要求，
还改善了流
域两岸的水环境，并对现有的水环境
起到生态修复作用。如今，砚阳湖水
系质量已净化到Ⅲ类。
为彰显岭南文化特色，项目以端
砚为原型，
充分利用地块的地形地貌，
整治鱼塘水系，
开挖出砚阳调洪湖，
并
在湖中堆填出 3 座既独立又呼应的岛
屿，与外围的流线型生态驳岸线通过
拱桥、
木栈道连接，
并以砚阳湖为空间
载体，以岭南与肇庆文化元素作为题
材，
将砚阳湖分成5个主题文化园区。
如今，从湖泊的上方俯瞰，这些
景观如一方端砚镶嵌在这片岭南大
地上。
“现在水质改善了，多年不见的
白鹭又回来了，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场
所多了，生活更惬意了。”肇庆市鼎湖
区水坑街道居民刘务群说。

“湿地初夏皆绿装，
跌宕芦苇鸟
深藏；
小舟轻漾惊白鹭，
菱叶浮水见
鱼翔……”随着夏季的到来，
这样的
画面在地处长江北岸、皖江之首的
安徽宿松县随处可见。安徽省第二
次湿地资源调查公报显示，宿松县
湿地面积超过 7 万公顷，占全省湿
地面积 104.18 万公顷的 6.82%，居
全省首位。
作为宿松县面积最大的湿地，
华阳河湖群湿地拥有 105 种浮游动
物、310 种脊椎动物；鱼类 89 种、鸟
类 156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20 种。
“过去，湖底长满了麻叶草、边
叶草等水生植物，
每到夏季，
沿湖居
民都要下湖捞这些水草喂猪；湖水
非常清澈，随处可见一两米深的水
底，
沿湖居民都饮用湖里的水，
而且
还习惯喝生水……”从小在湖上长
大的渔民丁传香回忆说。
年过五旬的丁传香，经历了湖
泊从水产品自然繁殖、到发包给水
产企业搞围栏养殖、再到围栏拆除
的时代发展过程。他说，自湖泊承
包到水产企业养殖后，湖泊型湿地
生 态 环 境 逐 渐 被 破 碎 化 ，呈 现 出
“亚健康”状态，但自从政府在湖区
设立华阳河湖群湿地保护区和开
展湖泊围拦网拆除工作之后，湿地
生态环境又逐渐得到了改善和

恢复。
宿松县华阳河湖群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张胜华介绍，为让湿地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2013 年 12 月份，
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宿松县设立了
湿地保护区，划定了保护湿地生态
红线，组织专人在保护区设置了界
桩、界碑和宣传碑。并投资 150 余
万元在下家叉区域实施了植被恢复
工程；投资 90 余万元，在 10 个候鸟
迁徙栖息地设置野外监控、购置无
人机等监测设备。
“2017 年 11 月份，我们在全县
范围内深入开展湖泊围拦网拆除工
作，
取得显著成效，
已累计拆除湖泊
围拦网面积 73.12 万亩，拆除围拦
网 90 余万米。这项工作任务的完
成，无疑为修复湿地生态环境创造
了条件。”宿松县渔政站站长助理兼
办公室主任唐吕军说。
退渔还湖工程还得到了广大渔
民的积极响应，在宿松县六昌湖从
事水产养殖的江苏高邮籍渔民黄金
玉，今年在自己承包的湖内种植了
5000 多亩芡实。
“退渔还湖工作非常奏效，
现在
不仅湖面上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
而且湖底下也长出了许多麻叶草、
边叶草等植物。”看着碧波荡漾的排
湖湖面，佐坝乡得胜村党支部书记
洪后全说。

看看荒漠植物秀
新疆荒漠地下的
“咸水海洋”是
一座巨大的碳库，
这无形的二氧化碳
是如何被捕捉的？苔藓可抵挡 12 级
狂风对沙漠的肆虐，
这种荒漠植物怎
样练就了
“干而不死，
死而复生”
的本
领？5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科学院
举行第十五届公众科学日活动，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向公众开放吐
鲁番沙漠植物园、阜康荒漠生态系
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荒漠
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
场所，
并举办多场科普讲座，
带领众
多中小学生探索科学的奥秘。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影报道

新疆生地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孩子们在聆听科普讲
座，
踊跃回答提问。

科研人员在讲述
“失踪”
碳汇的故事。

孩子们在新疆阜康荒漠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盐生植物园区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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