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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湿地
“七个音符”
音张锋
潮间带、
潮
友人自京回，
问我身边的湿地现在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
优，
生态系统优。盐城沿海湿地包含潮上带、
滩涂湿地包
地了，而且是中国第一处滨海型世界自然遗产，可有什么特
下带，
按照植被覆盖情况，
从陆向海依次分布着：
色呀？最好高度概括几个字便于向外推介。
括禾草滩（白茅、獐毛、芦苇混生）、碱篷、米草滩（大米草、互
是有特色呀，
还是独具
一句话竟然让我无言以对。是啊，
花米草）、光滩生态系统，近岸海域生态系统，河口湿地生态
而且质地优。尤
特色呢!友人走后，
我想了一整天，
地处海边又是自己身边的
系统，
以及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不仅类型全，
这块滩涂，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湿地，我在这里生活了 70 年，
为重要的是，随着沿海滩涂的淤蚀变化，这里保存着滩涂湿
用心思量过，现在再仔
曾经不止一次的用脚丈量、
用眼打量、
地植被演替的完整断面和不同生态系统的标准样本。这种陆
准确地概括这方湿地，
不
细地与自己商量商量，
觉得要全面、
海相过渡的生态系统类型，
被国内外专家称为有突出普遍价
生物特性着眼，
用七个字试作
妨从它的历史特征、
生态特点、
值的生物学、
生态学过程的典型代表。
有几句诗写得十分生动贴
—
诠释，
或许能理出个大致的特色来——
红，
传统本色红。对这方土地，
大，
范围面积大。盐城黄海湿地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
切：
“这里的河海 / 每一处都流淌先民们的热望 / 这里的草
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海涂型湿地，其范围北
木 / 每一棵都蕴含先烈们的理想 / 这里的大地 / 每一寸都
南至东台市三仓河入海口
起响水县陈家港灌河入海口南侧，
印遍先贤们的足迹 / 这里的星空 / 每一刻都激荡先哲们的
她是新四
北侧，西侧以 20 世纪 50 年代海堤建成的复河为界，东侧以
思想”
。因为盐城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老根据地，
近岸海域 -3 米等深线为界，
包含东沙岛北部的一部分浅滩。
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全市有以 128 名烈士命名的镇村街居，
总面积 53.25 万公顷（全省 99.22 万公顷），占江苏沿海湿地
红色，
是这座城市的本色，
也是这块湿地的本色。尤其是在中
的 7/10，占中国沿海湿地的 1/7，而主要核心区位于射阳的
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史上，盐城保护区正是《一个真实的
盐城珍禽保护区，
又占盐城沿海湿地总量的近 1/2，达 24.73
故事》的发生地，共和国第一位环保烈士徐秀娟就奋斗并牺
它的面积是香港的 2 倍多，
万公顷。如果作个类比，
接近上海
牲在这里。那是 1987 年 9 月 15 日，
来自齐齐哈尔扎龙保护
盐城
市的 2/5。也就是说，
就其沿海湿地类型的保护区而言，
区的驯鹤姑娘、时任盐城保护区鹤类驯养场负责人的徐秀
应该是全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娟，
在风雨中为寻找一只飞失的白天鹅于复堆河中不幸溺水
多，
保护物种多。盐城黄海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一举
牺牲，将如花的年华、火样的青春定格在 23 岁，后被追认为
勇于探索、乐于奉献的英
成功，生物多样性是其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标准之一。
革命烈士。其勤于学习、
甘于吃苦、
最新的科考报告表明，这里，有高等植物 118 种 386 属 614
雄事迹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的传唱，英名风靡海内外，精
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5 种；
这里，作为水生生态系
神传承数十载。
仅记录的就有淡水浮游植物
这个高，
是随着环境保护事
统主要初级生产者的浮游植物，
高，
国际化程度高。可以说，
盐城
7 门 96 种，近海浮游植物 211 种；这里，有各类动物 1539
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早在 1992 年 10 月，
经国务院批准，
同年 11 月，
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 13 种，二级保护动物 81 种；这里，有
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联合国教科
成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哺乳动物 47 种，隶属于 7 目 18 科，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协调理事会批准，
；
野生动物 1 种，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5 种，
省级重点保护
网络成员，命名为“盐城生物圈保护区”
1996 年 4 月，成为
成员；
动物 6 种；这里，共记录有鸟类 415 种，隶属于 20 目 67 科。 “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组织”
1999 年 11 月，成为“东
—澳大利亚涉禽迁徙网络”成员；2002 年 1 月，拉姆萨
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11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62
亚——
；
湿地公约秘书处批准盐城保护区为“国际重要湿地”
2019
种；在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中，有稀有种 15
年 7 月，随着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
种，濒危种 7 种，易危种 11 种，不确定种 3 种；这里，共记录
《世界遗产名录》，
盐城保护区随之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
有两栖动物 8 种，
爬行动物 22 种，
其中有 4 种属于国家二级
些多个国际组织的名衔，
标志着进入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发展
保护动物；这里，共记录有鱼类 199 种，隶属于 28 目 80 科，
，
又符合世界标准的
“国际
阶段，
既具有中国典型的
“特色范”
其中近海类 149 种；这里，共记录有昆种 498 种，隶属于 20
。
范”
目 122 科；
这里，
近海底栖和潮间带动物种类记录有 289 种，
的湿地文化。这
深，
文化底蕴深。这里，
有
“沧海变桑田”
占江苏省总种类数的 72.9%。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盐城湿地
距今
而且是一些濒危物种不可
可不是远古神话演绎，
而是千年自然变迁。据史料记载，
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高度富集区，
“基因库”
。
5000-7000 年前盐城的海岸线还处于现在的市建成区附近，
或缺的重要栖息地，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物物种

落日温柔了长河，闲云
偏爱着野鹤。因慕着“鹤鸣于
九皋，声闻于野”的幽僻之
意，去了射阳。到了，才知不
是最好时机。
时近深秋，霜降未至。蓝
天清澈高远，白云淡若无痕，
于人而言，正是不冷不热的
音
好时节。看野鹤，却早了些。
苏
于此越冬的丹顶鹤主要
峰
来自黑龙江省扎龙。此刻，它
们还在遥远的那厢安闲度
日。须待冰雪覆盖了湿地，无
法觅食，它们才会一粒谷物
不衔地腾空而起，飞越千山
万水，辗转至此。
好在虽不能见野鹤群，
常留飞禽也很多，值得一看，
何况还有人工孵化饲养的丹顶鹤呢？
为了在丹顶鹤越冬地建立不迁徙种群，一个
如花的生命永远埋在了这个湿地深处，一首深情
的曲子大江南北回响。
观光车在林木葱郁的长堤上、苍茫起伏的芦
苇丛中行驶，不时可见胖乎乎的野鸭子们三三两
憨态可掬。也不甚怕人，
两出没。它们摇摇摆摆，
你们原就是
见车来，依旧淡定地穿路而过。呵呵，
这片湿地的主人，我们只是过客。
丹顶鹤在芦苇荡深处。
出生三个月之内的小鹤们羽毛还是灰黄色，
头顶也没红冠，但身型已然高大，可以安然共处。
成年未婚配的鹤则不然，
雌雄必须分开独处。于爱
情，鹤是极富自由忠贞之精神的。若是彼此倾慕，
它们自会隔着铁丝网对舞翩跹，引颈长鸣，宣告天
地。从此后生死相随，不离不弃。若一方先逝，另
一方便孤老终生，甚至殉情。否则纵然共处一室，
也会争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绝不苟且。
我默默看着这一对隔笼而眠，互不理睬的年
轻丹顶鹤，你们等候的那一半在哪里？会在今年
冬天即将到来的那一群中吗？还是明年、后年、甚
至更遥远的某一年？
我相信它们终将遇到同样守身如玉的完美另
一半。或许某一天我重来，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忠
实伴侣，并且为父为母。
继续向前走，笼中居然是一对鹤。
“这是一对野生的鹤。去年冬天来此地越冬，
迁徙过程中雄鹤受伤了，当地老百姓发现后将它
送来医治。开春时，伤还没好，不能回去。雌鹤寸
步不离，所以也一并在这里留下了”。导游姑娘笑
眯眯地介绍。
我讶异地看着这一对夫妻。于它们，是患难；
于我，却是意外惊喜。何须寻访元好问诗中的雁
丘？它们就是！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我从心底祝
—万里层云，千山暮雪，永不必只影天
福这对鹤——
边。
时近中午，雄鹤单腿独立，将头插在背羽里安
然入眠。雌鹤在远处的池塘边低头饮水。一如人
间老夫妻，无需时刻你侬我侬，默契早已入骨。你
在就好，你在，我就安心。
又一个冬天即将来临，它们的族人应该很快
到此，相见甚欢。而明春，导游说，它们伤好后会
随着大部队飞回故乡。
我莞尔一笑，人间并不薄凉，还有什么比这更
好的呢？此行是否得见野鹤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人类与它们和谐相处。
有风吹过，芦苇窸窣。涟漪荡漾里，野鸭子们
戏水无忧……
长眠于此的守鹤姑娘呀，请在这片日趋美好
的湿地安睡吧！

黄
范公堤便是最好的见证。公元 1128 年以后的 800 余年间，
河南侵夺淮，由于携带巨量泥沙入海，在海洋潮汐的互动作
如今盐城市区以东的土
用下，
造就了广阔的滨海平原。因此，
地，
正是大河、
大江、
大海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大地。即使到了
北为侵蚀性海岸，南为淤涨
现在，
盐城海岸以射阳河口为界，
性海岸，
射阳河南的滩涂仍以 50-80m/a 的速度向大海推进。
即丹顶鹤文化。自古以来，
这
这里，
有
“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鸟”
里就是世界珍禽丹顶鹤的理想栖息地。每年的深秋至翌年的
仲春，以盐城为界，鹤往鹤来寻常事，而盐城向南，难见鹤影
、对生境最敏
一惊鸿。既是
“生物关键种”
又是“生态警示种”
传统诗词歌赋里吟咏不绝、
感、
且处于生物链顶层的丹顶鹤，
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生境
古今传统文化中吉祥高雅的丹顶鹤，
保护和生态文化研究的永恒课题。
美，自然和心灵美。这里的自然美，可以用两个词概括：
一是有趣，二是有味。先说有趣，沿海湿地给人的感觉是春
夏秋冬四季景，既有神秘莫测的幽美、雅致清远的秀美，又
有充满野趣的憨美、惊心动魄的壮美。值得特别推出的是一
—南黄海辐射沙洲，这是世界上面积
个特殊的地理板块——
最大的辐射状沙洲群，罕见地大面积分布在潮间带上，即潮
涨见水、潮落见滩的区域，用专业术语讲，叫做海水涨到最
高点与退至最低点之间的海滩范围。它与海岸紧密相连，浑
然一体。这一沙洲，有人说它是生命的乐园，有人说它是鸟
儿的家园，有人说它是不断生长的田园，也有人说它是十分
壮丽的“海上公园”。随着这里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内外
人士把它与全球第一处滨海型世界自然遗产瓦登海联系起
来，那里称之“海上迷宫”，这里誉为“海上森林”，引得拍客
纷至沓来，把这里作为“全球最佳观鸟点”。因为在这里可以
看到、拍到全球仅有 500 来只的勺嘴鹬和其它珍稀鸟类。说
自然美在有味，那是说的是滩涂不仅有丰富的鱼、虾、贝类，
而且浅海有多样的海洋生物，既为众多的鸟儿提供丰富的
食物，又为人类的生存提供鲜美的食品，这也是大自然对我
们慷慨的馈赠。
沿海湿地这七个主要特色，我把她喻作音乐的七个音
符：
“哆来咪发梭拉西”，以其不同的组合可以谱写出不同的
乐章，既有小夜曲那样柔和迷人，又有抒情曲那样温润动
人，也有进行曲那样雄壮感人。在“十三五”与“十四五”的交
接点和“两个一百年”的交汇处，让我们一起弹奏好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乐章，为这一方大地更好更快的发展，
贡献我们的所有智慧和全部力量。
愿一曲新歌响天外，不负湿地不负人。

寻
鹤
问
情

湿地风光

万亮

音邹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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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李志勇
时近深秋，然斑斓秋色不减。让你恍惚间仍居仲夏，
偶尔气象台会报出让你吃惊的所谓低温消息。此时，你
一定会懊悔不该过早地翻箱倒柜地找寻出秋衣。
春色始于大地，始于那毛绒绒的一簇簇的鹅黄。而
秋色则是从葱郁翠绿的树稍不经意间染上黄色、红色和
紫色开始的，星星点点，很不显眼。从 9 月下旬开始，大
自然的画笔变得勤奋起来，不但有更多的叶子由葱绿着
了黄色、红色和紫色，原先的黄色、红色和紫色也掺杂些
其它颜料，黄色变成了金黄色、橙黄色、橘黄色、杏黄色，
亦或不那么入眼的枯黄色；红色可以呈鲜红、粉红、火红、
紫红或不那么炫目的暗红色；紫色则分化成绛紫色或紫
褐色。进入 10 月下旬，大自然的画笔就变成了板刷，在
树上、河边、堆坎和大地上到处涂鸦。被打翻了的调色板
不再是什么单一的基调，赤橙黄绿青蓝紫，
各种原色和过
渡色彩的大杂烩甚至由人们刻意保存下来的留白部分被
一起绘就了色彩绚丽、百般妖娆的秋色。
不同地方的秋色不同，盐阜大地的秋色愈显美丽妖
娆。
面对一片大平原，大自然以通透的蓝天为底色，
大地
可以是成片的绿色，那是浩瀚的林海；也可以有大片的金
黄，那是低眉垂眼、不事张扬的水稻；也可是耀眼的白色，
那是绵延不绝的棉田，绽放的棉絮恰似蓝天上飘浮着的
朵朵白云……是的，尽管不同地方的秋色有着不同的特
色与气势，然相同的是，这些成片成片的秋景都可以任意
裁剪，裁下的每一块都是一幅绚丽的画卷，
哪怕就是边角
料也不浪费，因为只需脑子稍微转动一下，
这些边角料就
成了另外一幅幅美丽画面的主角。
水边的秋色别有洞天。流经射阳大地的射阳河、黄
沙河、新洋河、小洋河……河里的水清澈得让你怀疑时光
是不是倒转了半个多世纪。蓝天碧水浑然一色，似若天
成，若是野鸭子游过时，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的褶皱中，
水下的世界更像是一幅印象派油画。
一季秋天，多种秋色。阳光灿烂时，秋色最为张扬，
过炫就不
彰显的是秋的本色。不过，太阳不能过于炫目，
养眼了，最好是天空有几朵白云，站在一朵白云的阴影
里，远处秋阳照耀下的秋色最为灿烂，称此秋色为秋之魂
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雨中的秋色因加了湿气，所以比本色氤氲柔和了点，
成了一幅换了姿式的油画。秋雨后的树叶显得更加晶莹
剔透，色泽比雨前更为亮丽鲜艳，更为耀眼。雨后的雾气
也
在水面、林间升腾、飘荡，在多了一份仙风道骨的同时，
让你见识了什么是朦胧美。
风中的秋色是动态的。阳光好时，不同层次、不同方
映入
位、不同颜色的叶子随风婆娑，秋阳暖心，秋风拂面，
眼帘的是一只巨大的万花筒，滚动播放着千姿百态的烂
漫秋色，即便阳光差点，亦似古人所云：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霜后的秋叶，颜色开始变深，青绿色开始泛黄、黄色
变成了橙色、粉红转成了深红、深红色开始冒紫气。下霜
五光十色的秋
到下雪这个过程中，不消几个星期的光景，
那满
叶就会变成枯叶，倘是再刮上三两天稍大点的北风，
田满地满路的枯叶发出萧瑟的低吟声，随着略显寒意的
让绿叶在枝
秋风在广袤的大地上滚滚向前，以腾出位置，
桠上重生。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水稻，虽也想似盛夏似初秋
那样昂扬着奋发向上的头颅，无奈沉甸甸的谷穗硬是捺
着它的颈，让它向哺育了它一生的农人行最后一季告别
虽
“人”
到暮年，
礼。那玉米，硬是同“计划生育”南辕北辙，
然那腰杆依然挺拔，怀里抱着的玉米棒依然似它无比喜
为了保
爱的儿郎，不丢不舍，不离不弃。那花生，在秋季，
护它的子孙后代，硬是把它那香甜缠绵的“麻屋子”深深
地埋在泥土里，只有农人的锄头铁锹才能使它露出庐山
真面目……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秋色如锦，光阴若帛。还没来
得及向斑斓秋色挥手告别，残余的秋叶已遭秋风横扫。
秋色，还有秋叶、秋阳、秋雨和秋风，我知道我们又要分别
了，但我更知道，来年我所拥抱的秋色将愈加璀灿斑斓，
美丽辉煌！

摄

有一种发现叫滩涂
秋居一室，清茶一杯；端坐电脑前，心随思绪飞。有时写
着写着，一不留神思绪就溜进滩涂，感受四季轮换美景。在这
里，喜闻稻菽千重清香，流连沿海森林叠翠，品尝各式风味海
鲜，观看丹鹤翩翩起舞……这是一个特别让人痴迷的地方。
生长是滩涂的秉性。除苏北灌溉总渠以北部分近年来不
再快速生涂长滩，南侧依然生生不息，就像《山海经》中传说
的“息壤”，运用潮汐的巨力把长江黄河泥沙淤积起来，堆起
滩涂向海洋，每年生长约 2 万亩滩涂。
有资料载，宋朝淮安府就有管滩巡涂之责，阜宁县城东
还有望海楼遗迹，1024 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时，从南通吕四
镇修到盐城阜宁县 290 公里的捍海堤(叫范公堤)，204 国道
盐城段大部分就是当年修建的海堤堆。1940 年，阜宁首任县
长宋乃德为防海潮海啸侵扰，亲率万余民工修筑海堤，一直

平原秋色

修到今天射阳县的大喇叭口。
港口是滩涂的地标。港口多依河而建，河自然成了海的
血脉。仅在盐城沿海就有几座港口：陈家港、滨海港、射阳港、
大丰港。40 年前沿海港口还是对外制约瓶颈，如今已成海上
通道。
养殖是滩涂的产业。这是人们最早开发滩涂的产业之
一，用最原始的筑堆围堰，人工挑挖荒茅之地，把无垠滩涂像
划豆腐切成或长或方无数个养殖池，养起对虾、紫菜等；建起
保温大棚繁育蟹苗、虾苗、海蜇苗和多种海鱼苗。从牧海到养
海，形成一条产业链。
稻米是滩涂的特产。沿海稻米香誉全国。相传，乾隆南
巡，在宿迁行宫盛赞滩涂之米。上世纪 50 年代，毛主席发布
军转民命令，在盐城境内滩涂上建起滨淮、淮海、临海、新洋、
弶港、大丰等军垦农场，生产滩
涂大米。盐城有上千万亩商品
粮基地，
“射阳大米”品牌成了
驰名商标。正可谓仓廪实，天下
安，滩涂是重要的粮食安全基
地。
文化是滩涂的名片。滩涂
是海之宠儿，孕育出煮海制盐
文化、条子泥涂文化、红色军垦
文化、移民文化、寺庙文化、丹
顶鹤文化、世界湿地文化……
这些文化都延伸到相对应的产
又独立成篇。
业，既交相呼应，
滩涂还是一首吟唱不厌的
海之曲。从这些五彩斑斓的人
文风景中，收获了许多生命中
的惊喜。
滩涂属于大海，属于人类，
寄望未来，应该敬畏，值得书
写。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丹顶鹤来
到了射阳县原新洋港乡，在黄海大堤
外 4 万多顷绿色湿地觅食、栖息，以
后的几年里逐渐增多。县委、政府审
时度势，在新洋港乡东南方向海堤外
建起了望鹤楼和丹顶鹤栖息乐园，并
成立丹顶鹤保护区。到现在，每年来
射阳过冬的丹顶鹤已成为一道靓丽
风景，国内外游客赞美之声不绝。
丹顶鹤爱上了这块四季葱绿的
音
湿地，每年的秋末冬初，大约 10 月份
江
前后，成群结队的丹顶鹤便从东北飞
正
来过冬。在黄海滩涂凡是有水塘和湿
地的地方，都有丹顶鹤的身影，这让
射阳增添了无限生机。
射阳的整个冬季沉浸在人鹤和
谐的嬉戏中，丹顶鹤在天上飞，游人
在滩涂上与鹤玩耍，观鹤的人把鱼、
虾、小蟹等鹤粮高举在手上，让盘旋
飞着的丹顶鹤抢食手中的食物。有人
甚至把食物放在头顶，一只勇敢的丹
顶鹤看准位置，从飞行的队伍中俯冲
下来，用嘴衔起食物飞走。它需要经
过多次俯冲训练，才能觅到一口食物。新生的小鹤正是在
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小鹤通过飞行训练觅食，在整整一
它们能够
个冬天里成长起来。在过完冬后的长途飞行中，
勇敢地飞回北方繁衍后代。
丹顶鹤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丹顶鹤到来之前，就要在
与鹤嬉
湿地进行消毒。鹤来了，他们准备鹤粮，给鹤喂食，
它们
“叽叽
戏。这些丹顶鹤不怕人了，在人的手中吃食物，
喳喳”地来抢食，激动得“嘎嘎嘎嘎”地大叫。
也就在第二年，冬末春初，丹顶鹤飞离射阳，那是一
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湿地上的丹顶鹤几乎一起腾空起
飞，它们在天空聚集，盘旋着飞行，数量不断增多，队伍不
断扩大，除去自愿留驻“护鹤乐园”的外，带头的领鹤就开
始起飞。
半个世纪以来，丹顶鹤已把射阳当成了家，鹤乡人和
成了长
丹顶鹤已分割不开。丹顶鹤半个世纪来眷恋射阳，
驻候鸟。而鹤乡人在仙鹤精神感召下，以矫健的步伐迈进
了小康社会。

半
个
世
纪
的
人
鹤
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