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山覆盖着薄雪，冬去春来，冰封待解的

青海湖宛如深蓝色的宝石。曾经热闹不已的

鸟岛、群鱼争渡的泉吉河，仿佛已迫不及待要

告别冬日的寂静，酝酿着这片大美湿地即将

到来的惊艳。

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青海湿地面

积 7651 万亩，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21.86%，

包括森林沼泽、沼泽草地、内陆滩涂、沼泽地

四个类型。青海省林草局湿地管理处处长马

建海介绍，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这里

独特的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

为保护好珍贵的高寒湿地和青藏高原独

特的生态景观，青海构建湿地分级保护管理

体系，严格湿地资源监管体系，推进湿地保护

修复体系，完善湿地监测评价体系，持续推进

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构建保护体系，让湿地
能休养生息

青海湖畔，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正与同事、专家进行

保护区 2022 年度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这是

我们连续第十五年联合科研院所为青海湖‘体

检’。”孙建青说。

作为青海湖特有的指示性物种，青海湖裸

鲤对维持青海湖流域“水—鱼—鸟”生态链安

全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如今，裸鲤蕴藏量

已从 2002 年的 2592 吨恢复到 2022 年的 11.41
万吨。

变化的关键在于保护封育。“2021 年，青

海省开始实施第六次青海湖封湖育鱼，为期

整整 10 年。”孙建青说。

近年来，青海实施最严格保护，以制度体

系的完善助力湿地保护修复。2017 年开始，

青海湖鸟岛、沙岛景区不再对外开放；2018
年，黄河上游年保玉则景区永久关闭……如

今，年保玉则景区原有旅游设施均已拆除，草

甸复归天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鸟岛景区

关闭后，鸟类繁衍生息复归安宁，种群数量不

断提升。沙岛周边也逐步恢复水草丰茂的景

象，实现绿进沙退。

青海湖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的种类已由

2017 年的 92 种增加到 2021 年的 97 种，栖息

水 鸟 数 量 较 2017 年 的 33.6 万 余 只 增 加

69.9%，达到 2021 年的 57.1 万只，青海湖成为

中国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数量最为集中

的繁殖地。

2021 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较 2017 年增大

2.9%，达到 4625.6 平方公里；青海湖主要入湖

河流哈尔盖河、泉吉河等 8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

达到Ⅱ类及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

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青海湖湿地的保护成效，源于一系列保护

措施。2013 年 9 月，青海颁布实施《青海省湿

地保护条例》，此后陆续出台《青海省关于贯彻

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实施意见》《青

海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青海省草原湿地生

态管护员管理办法》等。去年初，青海又将“湿

地保护率”纳入林（草）长制考核体系。

同时，青海加快构建湿地分级保护管理

体系。青海省国家湿地公园数量从 2013 年

的 1 处增长到目前的 19 处，其中 16 处已通过

国家试点验收。通过划建湿地公园等抢救

性保护措施，青海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湿

地公园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全省过半的

湿地面积列入保护范围。

青海还实施草原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在

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22县区设置近

千名湿地生态管护员。

深入推进保护治理，
珍稀物种显著增多

除大面积高寒湿地外，青海还拥有草

原、灌丛、森林等生态系统。近年来，在保

护好湿地生态的同时，青海重视各种生态

系统的保护，多种野生动物数量显著增长。

昆仑山口，群峰覆雪，郭雪虎驻足索南

达杰烈士纪念碑前，又一次献上洁白的哈

达。回头望，可可西里一派勃勃生机。

身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

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郭雪

虎去年带队组织了 4 轮共近 3 个月的无人区

巡山任务，完成藏羚羊群大规模迁徙、产仔的

平安护航。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盗猎活动猖

獗，到建立自然保护区、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

产、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一体化管理……在

一代代保护者努力下，2006年以来，可可西里

再没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种群数量也

从不足 2万只恢复到如今的 7万余只。

可可西里禁止非法穿越，木里矿区种草

复绿面积达 23.3 平方公里，祁连山南麓青海

片区 798 个“问题图斑”全面完成整治……

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李晓南看来，

变化来自坚决扛起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使

命责任，来自让最美自然享有最严保护的

持续发力。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总面

积 39.5 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

54%。随着湿地保护等工作的推进，黄河源

头湿地的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湖泊数

量由原来的 4077 个增加到 5849 个，草地综

合植被盖度达 56.3%，野生动物由原来的 79
种增加到 106 种。

旗舰物种频现，“自然
绿肺”愈趋健康

三江源、青海湖湿地保护的显著成效，只

是青海湿地这片“自然绿肺”愈趋健康的缩

影。最能体现“肺活力”的，莫过于当地旗舰

物种的生命活力。“了解旗舰物种种群数量、

活动区域，对把握生物多样性整体保护状况

具有全局意义。”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

长孙立军说。

青藏高原旗舰物种是雪豹。2020 年 1
月，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大通北川河源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记录下一只成

年雪豹在大雪间行走的影像。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这个保护区的红

外相机又捕捉到雪豹影像。“而且是一只母

雪豹带着两只小雪豹出现在山顶的岩石间，

远处大雪封山，而它们体型健硕，说明野外

过冬食物充足。”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部副主任刘维军

介绍，这说明当地自然环境持续向好、野生

动物分布丰富、生态结构趋于健康。

近年来，数字化监测水平的提升，为青

海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手

段。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对省内典型区域的

生态类型、自然景观及野生动物等进行“远

距离、大范围、全方位”实时高清视频观测。

青海湖流域生态监测体系建设项目目

前已在工程区范围内设置了包括湿地、草

地、生物多样性、水文水资源等在内的 276
个生态监测地面定位监测站点，初步建立

覆盖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监测站点体系。此

外，青海还启动了环青海湖沿线 4 个美丽城

镇 和 37 个 高 原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呵 护 湿 地

健康。

湿地面积有效扩大、生物多样性逐步增加

三江源、青海湖 高原湿地生态美
本报记者 何 勇 姜 峰

编者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指出，中国将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0%，把约 1100 万公顷

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重点建设三江源、青海湖、若尔盖、黄河口、辽河口、松嫩鹤

乡等湿地类型国家公园。

近年来，我国多地多部门共同努力，加大对湿地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即

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大美湿地”系列报道，关注各地湿地的保护与修复进程。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大美湿地①大美湿地①R

图①：棕头鸥在青海湖湿地翱翔。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图②：澜沧江源头扎曲河湿地。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图③：流经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黄河支流水系。

杨海林摄（人民视觉）

图④：青海湖畔的黑颈鹤。 青海省林草局供图

2022 年 11 月，《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通过《武汉宣言》，宣言

呼吁对高原湿地等脆弱生态系统适当

采取优先保护和管理。

高原湿地，顾名思义就是高原上的

湿地。其中，“高原”是指海拔高度在

1000米以上、相对高度 500米以上的地

区。我国有四大高原，分别是青藏高

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

原。“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

然或者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

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米的

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水

域和滩涂除外。按照《湿地公约》，湿地分为滨海湿地、湖泊

湿地、河流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

因此，高原湿地主要是指分布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

和内蒙古高原上的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

湿地，其分布范围主要包括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内蒙

古、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份。高原湿地在我国湿地总面

积中占有很高的比例，是我国“三区四带”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中“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北方

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发挥

其生态功能，是新时代实现我国湿地保护战略目标和加

强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重大需求。

高原湿地在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储碳固碳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分布区域特殊的地

质构造及气候特征，使得高原湿地具有脆弱性而急需保

护。相较一般湿地，高原湿地分布区域的海拔较高、温度

较低，因此植被的生长较为缓慢；加之大多数高原地区空

气稀薄，生态恢复和修复甚为困难。因此，高原湿地一旦

遭到破坏，相较一般湿地，很难在短时期得到恢复。

高原湿地类型众多、分布面积广，区位特殊、地位重

要，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湿地野生动植物。高原湿地野生

动植物的特点是珍贵稀有、种类丰富、资源存储量可观且

特有物种多。特有物种多是高原湿地较平原湿地更为显

著的特征，特有物种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学开展高原湿地保护修复，对着力保护恢复珍

稀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维持高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

重要意义。

我国湿地分布面积广。令人想不到的是，我国湿地

面积最大的省份，既不在江南水乡，也不在万里海疆，而

在青藏高原。我国历来重视湿地保护与管理，湿地保护

取得了众多成就，依托科技进步，强化了保护措施，形成

了技术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方案和经验。同

时，构建了湿地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出台了湿地保护

法，各级政府针对需要保护的重点区域依法建立了保护

区、国家公园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科学确定保护范

围，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实施了不同的保护政策，使我

国湿地保护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本

报记者姜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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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高原湿地在水源
涵养、气候调节、储碳
固碳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科学开展高原
湿地保护修复，对维持
高原生态系统平衡具
有重要意义

本期统筹

陈 娟 程 晨

本版责编

申 茜 张文豪

何宇澈 崔杨臻

张 晔

版式设计

张丹峰

数据来源：国家林草局4

1

2

3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1212 2023年 2月 8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