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人、水、
城共存共荣协调发展的道路不断迈进

湿地海口：如画美景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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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的优美风光。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游人如织 | 擦亮湿地旅游招牌

当人类文明的第
一行脚印踩在湿漉漉
的河滩边，便注定了要
依水而生。
全 长 136 公 里 的
海 岸 线 东 西 绵 延 ，河
流、沼泽、湖泊、水库纵
横交错，
一呼一吸间，
勾
勒出
“水城”
海口的曼妙
身姿。从空中俯瞰，一
条条迂回蜿蜒的水系如
同茎脉，摊开在一片绿
叶上。绿树成荫、蛙鸣
鱼跃与南归候鸟一路串
联，湿地幽景便在自然
更替中舒展成城市生生
不息的血脉。
从启发人类早期
的渔猎、农耕文明，
到承
担生态稳定调节功能，
再到构建生态文明教育
课 堂 …… 区 别 于 传 统
“走马观花”
式的旅行模
式，当扮演多重角色的
海口湿地激活生态旅游
市场时，一开始就站位
颇高。以获评“国际湿
地城市”
为新起点，
而今
椰城正朝着人、水、城共
存共荣协调发展的道路
不断迈进。

大约一万年前，位于海南岛北部的
火山群完成最近一次喷发，一路咆哮翻
滚的灼热熔岩渐渐冷却，形成玄武岩。
那些渗入玄武岩裂隙、蕴藏在层层台地
的水，则形成淡水泉、河流、洪泛区、沼
泽、湖泊、库塘等，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
羊山火山熔岩湿地。
地处羊山湿地南部的潭丰洋，核心
部分是超过 320 公顷的火山熔岩湿地
景观。沿着田洋行走，只见千年农耕文
化形成的自然机耕道与独特的火山地
貌、湿地生态圈相交融。
2017 年底，潭丰洋正式获批为省
级湿地公园。眼看节假日来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紧挨着潭丰洋的龙华区新联

村雅咏村民小组村民庄才宏和另外两
深呼吸、赏红树、观鱼游、吃海鲜
个村民一起开办农家乐。
……尽管在此后的 30 多年里，东寨港
若论吃上湿地“旅游饭”的前辈，非
的旅游产业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跌宕
海口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一带的渔民
起伏，而今随着海口成为全球第一批
莫属。
“往红树林里钻一趟，收获的都是 “国际湿地城市”，红树林景区也再度迎
最地道的家乡海鲜。”演丰镇演海村禄
来游人如织的场景。
尾村小组村民蒋月香还记得，上世纪
秋意渐浓，正值候鸟南归。抬头望
80 年代从海外归来寻根问祖的华侨，
望天空，
会发现除了城郊湿地万鸟翔集，
是东寨港迎来的第一批游客。
城市中心也引来不少鸟儿盘旋觅食。
作为迄今为止我国红树林中连片
自古有“水城”之称的海口，全市湿
面积最大、树种最多、林分保育最好、生
地面积近 3 万公顷，经历不断变迁逐渐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在东寨
呈
“一轴（南渡江流域）、一带（近海与海
港生长了四个多世纪的红树林湿地，潮
岸带）、两区（东寨港红树林、羊山地区
涨潮落间抵御住狂风巨浪，也引得水清
湿地资源价值核心区）、多点（凤潭水
鱼欢、鹭鸟栖息。
库、铁炉水库等散点分布的重要湿地地

块）”分布，湿地率达 12.7%。
位于美兰区三江镇的“鹤舞九湖”
片区旅游景点将湿地文化与农耕文化
相融，每年吸引游客近 5 万人次；将湿
地景观、生态农业、民俗文化、创意产业
等多元素融合的冯塘绿园，为当地村民
带来户均 2 万多元的年收入；依托红树
林湿地开展民宿体验，美兰区演丰镇年
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旅行社乘势推
出
“红树林深呼吸”
、湿地健康骑行徒步
游等系列旅游产品……
从滨海到内河，陆地与湿地像肢躯
与血脉一样相互滋养，在提升城市颜值
的同时，而今也正为海口新添一张张生
态旅游名片。

织保护网 | 全民共筑湿地之城
在依水而生的海口，流淌千年的美
月，美舍河获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舍河穿城而过，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椰
将水生态与水休闲功能相统一，变
城儿女。然而伴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大
身后的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相继举办
潮，雨污分流不彻底、污水截留不充分 “深呼吸游海口”徒步游、定向运动挑战
等多重问题叠加带来的水源恶化，让美
赛等活动，
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舍河自净能力不断减弱，最终沦为让人
从城市周边走向城市中心，而今人
掩鼻的黑臭水体。
们会发现湿地正“见缝插针”地出现在
始于 2016 年的海口湿地保卫战，
家门口。
首先瞄准的便是这块“最难啃的硬骨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五源河湿地
头”。2016 年底，海口全面启动美舍河
公园、东西湖三角池公园……通过编制
综合治理工程，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
湿地保护修复总体规划，海口将全市湿
等生态要素，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
地生态功能区划分为 4 个一级功能区
理-生态修复”的路径进行治理。不到
和 12 个二级功能亚区，正着力建设 1
一年，美舍河河水渐清、岸线渐绿、鸟飞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4 个国家级湿地公
鱼跃的美丽场景重新回归。2017 年 9
园、2 个省级湿地公园及 45 处湿地保护

小区，保护面积达 6369 公顷，占陆域湿
地面积的 64.38%。
与此同时，海口成立以市长为组长
的“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工作领导小
组”，配备湿地保护专职人员，构筑起完
善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随着人与湿地的距离不断拉近，海
口湿地保护队伍的规模正越来越庞
大。今年6月，
海口市湿地保护协会挂牌
成立，
四个区有超过 54 支湿地保护志愿
服务队，
已吸纳 9000 余名志愿者。
除了湿地保护志愿服务队，也有很
多市民在为保护湿地而奔走。高高从
2014 年开始做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
室，湿地保护一直是她关注的重要内

容。
“ 一开始带着小朋友去了解自然状
况，慢慢发现海口的湿地太棒了。”通过
办讲座、开展生态旅行、培训生态导览
员等一系列活动，这个民间环保公益组
织正用各种有趣的实地科普传播着湿
地保育知识。
由政府、协会与志愿者构筑起的
这张海口湿地保护网，
得到中央环保督
察组、联合国湿地公约组织、国家林业
局和相关专家学者及市民游客的广泛
点赞，更赢得《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
方大会全体会议的认可。日前，海口被
授予全球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称号，这
也意味着椰城生态文明建设自此迈上
新台阶。

文明与农耕文明，那伴随着生态旅游的
发展，以湿地作为观光、游览研究对象
的旅游活动，无疑正凭借自然保护、环
境教育和社区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功能，
成为经济、社会、民生共赢的一种高级
旅游形态。
“夫地之有水，犹身之有血脉。”在
工业文明的今天，人们依旧偏爱“逐水
而居”，却曾淡忘自己与自然的依存关
系。直到海口举全市之力打响湿地保
卫战，亲眼见证生态
“负资产”变身城市
新名片的市民与游客，才真真切切感受
到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幸福感。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坦
言，国际湿地城市的创建过程，就是不
断培养全民建立生态思维、树立生态观
念、提高生态素养的过程。
凭借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丰富的野生
动、
植物资源，
散落在城市各个区域的湿
地公园早已成为最具潜力的生态休闲旅
游风景区，
游客认识湿地、
享受湿地的同
时，
也不断提高湿地生态环保意识，
而这
正是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的目的所在。
人在城中，城在湿地中。不仅是城
市一景，
湿地旅游更改变着现在与未来。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海口湿地资源简介
大约一万年前，海南岛上的琼北火
山群完成最近一次喷发后，渐渐安静下
来，滚滚流淌的熔岩冷却变得坚硬。岛
上最大的淡水河——南渡江，穿过火山
熔岩台地间的沟壑，奔流入海。渗入玄
武岩裂隙里、蕴藏在层层台地里的水，以
涌泉、深潭、浅滩、河流、沼泽等方式滋润
万物。
大约 900 年前，南宋在南渡江入海口
边设“海口浦”，海口因此得名。从此，一
个依河傍海的城市开始留下历史的印
记。
“ 水城”海口的城市发展史直至今日
都与湿地、水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大约 400 年前，琼州大地震发生，震
中 70 多个村庄陆陷成海。此地位于今天
海口东北海岸的东寨港，如今数万亩红
树林守护着岸线，曲折迂回的潮水沟分
布其间。这里是中国首个红树林湿地自
然保护区，也是中国红树林连片面积最
大的自然保护区。

内涵渐丰 | 培养全民生态思维
沿河岸慢行栈道从五源河湿地公
园内穿行，一处绿色
“竹屋”吸引了市民
王慧琳的注意：
“瞧，这个昆虫旅馆和生
物塔的样子可真特别。
”
王慧琳口中的“昆虫旅馆”和“生物
塔”，是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乐园
的一处独特景观。这种利用多层、多结
构、多单元、多空隙原理，在不同层次、
不同小单元立体种植多种植物的建筑，
为蜜蜂、胡蜂、甲虫等昆虫提供庇护生
境及营巢生境，不仅提升城市生物多样
性，而今更成了公园的
“网红”。
在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

委员、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
院长张明祥看来，了解与热爱是保护的
前提，
湿地的保护与发展也并非对立。
两个月前的开学第一课，海口市丁
村小学和五源河学校将课堂搬进凤翔湿
地公园和五源河湿地公园。在这儿，城
里的孩子交到了荔枝树、
龙眼树这些
“新
朋友”
，
也第一次明白了纸莎草、
美人蕉、
睡莲分别有着什么样的净污效果。
4 个湿地类及 11 个湿地型，让海口
宛若一个超大的生态学堂。
如果说湿地用它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肥沃土壤，启发了人类早期的渔猎

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游玩的
市民游客。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海口全市湿地面积近3万公顷
海口将全市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为

一轴（南渡江流域）

4 个一级功能区

一带（近海与海岸带）
两区（东寨港红树林、羊山地区湿地资源价值核心区）
多点（凤潭水库、铁炉水库等散点分布的重要湿地地块）
分布湿地率达

■■■■■

12.7%

正着力建设

■■■■■

1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
4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2 个省级湿地公园
45 处湿地保护小区

12 个二级功能亚区
保护面积达 6369 公顷
占陆域湿地面积的

64.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