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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状况有所改善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 亚热
带海岸潮间带， 和珊瑚礁、盐
沼、 海草床等并列为重要的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在净化海水、
防风消浪、固碳储碳、维护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被誉为“海岸卫士”“海洋绿
肺”。 涨潮时，大片红树林会被
海水淹没，成为鱼、虾、蟹、贝类
等生长繁殖的庇护所； 等到海
水退去， 红树林又会成为各种
鸟类觅食的天堂。

目前， 我国红树植物有 37
种，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
建、浙江等省区。国家林草局湿
地管理司司长吴志民说， 在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努力
下，近 20 年来，我国红树林面
积稳中有升，2019 年增加到约
2.9 万公顷，红树林生态状况有
所改善，“但也应该看到， 我国
红树林生态系统还存在一些问
题、面临着不少威胁”，这些问
题和威胁，在《行动计划》中都
给予了重点考虑， 将采取具体
行动逐步解决。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司司长周远波介绍，《行动
计划》以 2020—2025 年为实施
周期，明确了预期的工作目标；
针对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 7
项重点行动任务。

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严格监管

自然保护地是红树林保护
的重要渠道。 我国现有红树林
分布的自然保护地共 52 处（不
包括港澳台）， 在这些保护地
中，红树林面积为 15944 公顷，
占全国 55%以上。 如何更好发
挥自然保护地的作用？

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
理司副司长袁继明说， 我国红
树林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东南部
滨海地带或海岛上， 所在区域
人口密集， 经济发展迅速，“一
些保护地还存在管理机构不健
全、监管力量薄弱、外来物种入
侵等问题，划而不管、管而不力
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 我们
计划在当前正开展的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工作中， 严格控制
将保护地内适宜红树林生长的
地块调出保护地； 并建立红树
林资源动态监测技术体系，开

展专项执法督察行动， 加强红
树林保护地的监管”。

《行动计划》提出将红树林
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并明
确了相关管控要求。 自然资源
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孙雪
东说， 红树林根据生态系统功
能， 分别属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将全部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管理，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严格
监管。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
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督察，确
保红树林面积不减少、 功能不
降低、性质不改变。

科学修复、重点保护
保障生态修复有序推进

在我国红树林栽植的北
界———浙江， 得益于近些年的
滨海湿地保护和海岸线整治修
复， 在全球红树林递减的趋势
下， 当地红树林面积却在逐年
递增，如今累计种植面积达到 2
万多亩。

红树林种植成活率和保存
率， 是影响红树林修复成效的
关键问题。以前，一些地方因不
注重科学性，出现“年年种树不
见树”的情况。《行动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的目标，那么，如何在实施过程
中保证生态修复的科学性？

“要解决优良品种培育、病
虫害防治、外来有害物种防控、
珍稀树种保护等难题， 并要建
立健全相关的技术、规范、标准
体系， 通过科学技术的突破来
带动和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工
作。 另外，还要加强红树林的后
期管控，使红树林前期有人栽、
后期有人管。 ”周远波说，要全
力保证红树林科学保护修复，
采取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修复
相结合的方式， 对红树林进行
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按照《行动计划》，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 5
省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红树
林修复项目。 为在资金上给予
支持， 自然资源部将利用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的中央财
政资金渠道，支持地方开展红
树林营造和退化红树林的抚
育、 提质改造等修复工作；在
今年“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项
目安排上，自然资源部和财政
部投入 6 亿元， 用于支持相关
省区开展以红树林保护修复
为主体的项目。

（据《人民日报》）

到 2025年，我国将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18800公顷

红树林保护有了“路线图”

“‘鸟爸爸’又去看鸟啊！ ”乡
亲们纷纷和王林远打着招呼。 应
着呼声，四川省隆昌县爱鸟养鸟
协会会长、环保志愿者王林远如
往常一样踏入山林里。 从 2002
年他投身鸟类救助开始，在过去
的 6000 多天里， 鸟儿悦耳的啼
鸣成了他生活的背景音乐。

王林远不是鸟类学家出身，
也没有受过专门的生物学教育，
刚开始救助鸟类时，他甚至分不
清不同品种间的差别。 但他却将
救鸟护鸟当作一生的事业，十八
年如一日地坚持，从单独行动到
成立起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
组织，迄今为止，仅救助放生的
鸟类达 3000 多只。

远近闻名的“鸟爸爸”

“只听‘砰’的一声，一只小
鸟掉落在我眼前。 ”1997 年，还在
上小学的王林远在上学途中亲
眼看见了有人射杀小鸟，让他心
疼不已。

几个月后，他在菜市场看到
4 只毛茸茸的小鸟， 立即救了下
来。 拿给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一看，发现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猫头鹰。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救鸟。 ”
此后，王林远开始了他与鸟类的
不解之缘。

仅有热情，没有方法是不够
的。 有一次，他救下了一只小鸟。

“放飞之前， 我在它脚上套了一
个脚环，方便下次相认。 ”没过多
久， 他意外地又见到这只小鸟，
但小鸟被鸟网捕住，刚解救下来
就死去了。 王林远很自责。 他总
觉得，只有他做得更多，才能让
受伤的鸟类有机会重获生机，重
新振翅于山林之间。 从那时起，
他便潜心研究如何救治鸟类。

研究愈深入，他愈认识到鸟
类之于人类的重要性。“麻雀是
益鸟，它们吃的更多的是农作物
上的虫子。 ”王林远告诉记者，小
鸟吃掉植物上的虫子，能减少农
药喷洒，保护食品安全。

“还有些鸟类可以间接减少
疾病的传播。 ”蚊虫叮咬是传播
疾病的主要途径之一，尤其在流
感季节，影响甚广。 有些鸟类比
如燕子、林夜鹰，爱吃蚊子和苍
蝇，能有效减少病毒传播。“鸟类
对我们人类的贡献如此之大，遗
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 ”

这些年来， 他一直专注于鸟
类研究和保护，渐渐有了影响力，
成都、重庆、山西、江西、贵州还有
云南……越来越多的人不远万里
专门把鸟送到他这里救助。“很多
人看到受伤的鸟， 或者有人违法
架设捕鸟网，都会联系我。 ”

后来，鸟越来越多，以至于

他自家房子根本住不下这么多
可爱的生灵，“有关部门就为我
提供了一个小房子专门救助鸟
类，我成了鸟类福利院院长。 ”

因为王林远对鸟的关心出
了名，大家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外
号———“鸟爸爸”。 他很喜欢这个
称呼，“虽然为了救鸟付出了很
多时间、精力、财力，但只要看到
鸟儿自由地飞翔， 我就觉得快
乐，特别值得。 ”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这条路上， 并不总是喜悦
的。 困难与艰辛时刻伴随着，甚
至还有危险潜伏。

“他直接把枪对准了我的脑
袋。 ”2010 年的冬天，王林远在古
宇湖巡逻的时候，发现盗猎者拿
着一把猎枪对准了田里的野鸭。

“我快速地跑了过去， 对那个人
说，不能射杀野鸭，这是野生动
物，我们要保护。 ”但盗猎者非常
强势，根本不把王林远的劝告放
在心上。“在我和盗猎者理论的
过程中，他拿起了枪，我快速把
枪管向旁边一推，枪响了，也惊
飞了田里的野鸭。 ”

这样的事偶有发生，但保护
鸟类的决心还是战胜了恐惧。

“我也怕遇到盗猎的人， 可是我
必须阻止他们，拆掉他们的捕鸟

装置。 ”王林远说。
“更多时候， 是盗猎者蹲

我。 ”王林远说，“就算再危险，我
还是会去的。 ”

就这样， 他一直奋斗在保护
鸟类的最前线上。但一人独行，总
有力不从心之处。后来，他在电视
和网络上， 看到有地方的爱鸟人
士自发形成了爱鸟协会。 王林远
下定决心， 要发动更多人一起参
与进这项事业中来， 把救助鸟类
变成一个专门性、组织性的活动。

2015 年，王林远成立了四川
省隆昌市爱鸟养鸟协会。“我基
本上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其中
了。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
全完善，对生态违法犯罪行为的
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加入协会的
人也越来越多， 医生、 工人、农
民、警察、教师、公务员……现
在，协会会员已达 351 人。

人多了， 能做的事也多了。
“我们组织了一支志愿队， 到每
个村庄去宣讲保护生态环境和
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还加大了巡
逻范围，加强了捕鸟网的拆除力
度，加深了对执法部门的协助。 ”

保护生态环境，惠及子孙后代，
这是“王林远们”所努力的方向。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在打击违法猎鸟过程中，王

林远被车撞过、被蛇咬过、身体
受过伤，脸上挂过彩。 身为厨师
的他，还因拒绝烹饪野生动物而
屡次被餐馆炒鱿鱼，但他从未放
弃过爱鸟护鸟的信念。 他仍热爱
着这份慈善事业，并将它作为一
生的目标。

王林远的坚持逐渐有了回
音。“以前我们一年要拆除几千
张捕鸟网，但现在一年只需要拆
100 多张。 在古宇湖栖息的鸟，从
最初零星几只野鸭到现在数以
万计； 从只有一个品种到 14 个
品种。 今年初还发现了野生白天
鹅。 上一次在这儿见到白天鹅还
是 10 年前呢。 ”

“以前有人觉得我是多管闲
事，现在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
可。 ”王林远说，疫情之后，人们
更加意识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必要性，也更理解他为何执着于
这项“不实在”的工作。“现在我
走在路上，会有陌生人竖起大拇
指给我点赞， 以前曾嫌弃我的
人，还主动问我鸟的品种和生活
习性。 ”

为仍执着于保护生态环境？
王林远给出他的答案：“人的生
命很短暂，活着时一定要做些有
意义的事情。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而努力， 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
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 ”

（据《瞭望》新闻周刊）

为救鸟儿让盗猎者的枪口对准自己

到 2025 年， 我国将营造和修
复红树林 18800 公顷 ，其中 ，营造
红树林 9050 公顷， 修复现有红树
林 9750 公顷……近日， 自然资源
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 《红树
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
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旨在严格保护现有红树林，科学开
展红树林生态修复，扩大红树林面
积，提高生物多样性 ，整体改善红
树林生态系统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