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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鸟
海南

冬季的海口东寨港是候鸟的天堂。黄叶华 摄

文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

我的驿站，痴心守护﹃雁南飞﹄

“鸟人”
“鸟
痴”是喜欢鸟类达
到一定程度之人
的自嘲称谓，他们
的爱鸟心路历程
正如歌手王菲的
歌 曲《传 奇》中 唱
的那样：
“只因在
人群中多看了你
一眼，再也没能忘
记你容颜，梦想着
偶然有一天能再
相见……”
每年入冬前
夕，便有大量候鸟
从西伯利亚、东亚
等地起航，一路南
飞。
海南，是它们
重要的补给站或
越 冬 地 ，每 逢 此
时 ，那 些 被 称 为
“鸟人”
“ 鸟 痴 ”的
海南“护鸟人”，便
开始了他们与候
鸟最美丽的约会。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繁忙的﹃护鸟季﹄来了

编者按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和保护
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一起成立了联合护鸟队。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人员在开展巡护工作。

碧水粼粼，映着郁郁葱葱的红
树林，天地间氤氲的水雾让初冬的
海口东寨港恍如仙境。忽而，一阵
翅膀的扑棱声传来，成群的白鹭从
远处的林间直冲云霄。
“哈哈！这群得有上百只！”一
名 30 出头的男子迅速举起相机，快
门声响成一串，藏在镜头后的兴奋
笑脸，
就像孩童得了心爱的玩具。
他是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
在保
护区从事动植物保护，
特别是候鸟的
保护和监测工作已有 10 年之久。提
起他，
保护区的人大多会心一笑：
“他
啊，
就是个
‘鸟痴’
！
”
就是这位“鸟痴”，和同事们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驻守在保护区，
用眼睛追随候鸟的痕迹，用脚步给
它们寄居的家园镶上了一圈又一圈
固若金汤的保护线。

每年冬季打一场“硬仗”
漫步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绿树连绵、万鸟齐飞的动人景象
映入眼帘。凭借红树林构成的“海
上森林”奇观和水域中丰富的食物
资源等优势，保护区一直是南迁越
冬候鸟最为青睐的
“驿站”
之一。
冯尔辉介绍，每年从 9 月起，就
有大量候鸟从西伯利亚、东亚等地起
航，一路南飞至此，或途经，或越冬，
到 12 月时达到高峰。那时，会有一
波又一波
“鸟浪”
翻涌于红树林上方，
如云霞盖顶更似海浪卷袭，蔚为壮
观。这群
“宾客”
长时间流连于此，
直
到次年 3 月前后才陆续离开。有的
鸟儿爱上这片土地，
便索性从候鸟变
成留鸟，
把家永远地安在了这里。
每一类鸟儿是否如期赴约，都
如同生态晴雨表般反映着保护区的
生态变化。因此，每年冬季，冯尔辉
和同事们都要打一场硬仗。每一
天，他们都要带上导航设备、相机和
望远镜，或步行，或骑车，或乘船，沿
着巡护路线前往监测点监测鸟类活
动，观察记录鸟类的数量、种类、生
境、点位及人为干扰因素，一方面为
鸟类安居保驾护航，一方面为野生
鸟类学研究提供最新数据。
客观来说，护鸟的工作是枯燥
的。冯尔辉等人每天走同样的路
线，做相似的工作，有时为了监测鸟
类活动，在野外一待就是一整天，风
吹日晒、蚊虫叮咬都是家常便饭 。
晴天还好，雨天巡护回来，整个人就
像泥人一样。
护鸟工作还是危险的。冯尔辉
记得，前些年人们的护鸟意识不强，
保护区的同事们除了监测鸟类活
动，还要联合执法部门蹲守和追捕
偷猎者。一次，他的同事在巡护时

发现了一名偷猎者，当即翻身骑上
摩托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村路一追
就是十几公里。后来，摔到地上、无
路可逃的偷猎者竟爬起来，用自制
鸟枪指向了他！幸好增援的大部队
及时赶到，
偷猎者只好放下枪。
“这简直像电影里的情节！事
后，我的同事也很后怕，万一自己出
了事，
一家老小可怎么过？
”
冯尔辉记
得，可这名同事也说，当时就只想着
抓住偷猎者，给其他偷猎者以警示，
给周边村民以提醒，呼吁更多人学
法、懂法、用法，自觉加入爱鸟、护鸟
的队伍，
别的没想那么多。

法律法规，
冯尔辉等人渐渐改变了人
们对越冬候鸟的看法。特别是，
亲眼
看到偷猎者被抓捕和判刑，
保护区周
边的村民们更是直呼上了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这些冬季南下的鸟儿，
不再
是他们的笼中宠物、
盘中美食，
而是珍
爱的朋友、
远道而来的宾客。
村民们还自发组成护鸟队伍，
成为保护区的“编外队员”，参与到
科普和普法的活动中去。看到不文
明观鸟、拍鸟的游客，他们就及时制
止和引导；一旦发现偷猎者的行踪，
他们就第一时间向保护区和执法部
门报告，很大程度上帮助打击了偷
猎者的嚣张气焰。
社会人士的爱鸟、护鸟行为也
与鸟儿有着“过命交情”
越来越规范。比如，之前很多摄影
护鸟要付出的代价，比外人想
爱好者为了拍摄到灵动的镜头，可
的要多得多。
能采取诱拍、摆拍的办法惊扰到鸟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除了巡逻和
类。如今，他们都自觉地和鸟类保
监测，还要定期采集鸟类粪便样本，
持距离，就算蹲守一整天只拍到一
判断保护区是否出现疫情，
每次采集
张照片也不觉得遗憾。
样本都需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使用
保护区工作人员陈河还笑着回
专业的采集设施，
以免人员感染。
忆了一件趣事 ：一天，大家正上着
冯尔辉记得，有一次保护区采
班，突然有一个村民气呼呼地跑到
回的粪便被检测出疑似禽流感病
保护区来找他们“赔钱”。原来，这
毒，保护区立即启动防控预案，及时
位村民种的辣椒本已红艳艳地缀满
隔离参加采样的工作人员，同时通
枝头，没想到一夜之间竟被百来只
知疾控部门对样本做进一步检测。
八哥吃得一干二净。此前也有村民
要得到更准确的检测结果，
就要
反映，总有候鸟飞到鸭塘来“蹭饭”，
采回更多粪便样本，
这份工作自然落
把给咸水鸭吃的玉米都抢走了。
到了被隔离人员肩上。
“不知道自己
当然，最终保护区没给这些村
是否感染了可能致命的禽流感，
也不
民赔钱，但派出人员给大家作了知
知道此行会不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大
识普及，教他们如何防鸟护苗——
家还是二话没说，套上防护服出发
只能用稻草人等障碍物驱赶，不能
了。
”
冯尔辉说，
当时压在大家心头的
布网拉线以免误伤鸟类。村民们也
不是个人安危，
而是保护区是不是真
对此表示理解，只不过每每见着保
的出现了疫情，
珍贵的候鸟会不会成
护区的人，总要半开玩笑地说一句：
片染病死亡，
引发生态灾难。
“看好你们的鸟，别再来偷吃了！”
幸运的是，
进一步的检验结果显
冯尔辉说，
这些美丽的鸟儿，
不是
示，
保护区并无禽流感病毒。
“危机解 “保护区的鸟”
，
而是
“全人类的鸟”
。只
除的瞬间，
我们心头的大石也应声而
有每一个人都视鸟儿如家人，
人类才能
落。
”
冯尔辉说，
东寨港红树林是我国
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很欣
目前连片面积最大的一片沿海滩涂森
慰，
如今，
因为人们爱鸟、
护鸟意识的增
林，
也是国际重要湿地，
“我们一定要
强，
聪明的鸟儿们也都知道东寨港是它
守好这座美丽的
‘海上森林公园’
，
守
们栖息的天堂了。
好这成群成片的珍贵候鸟。
”
截至目前，保护区共监测到 208
正因为跟这些鸟儿有着“过命
种 鸟 类 ，比 10 年 前 增 加 了 斑 胸 滨
的交情”，保护区的每个人都把它们
鹬、黑枕黄鹂、红嘴蓝鹊等 14 种之
当作家人一样看待。冯尔辉说，每
多。与此同时，海口万绿园、白沙门
天清晨他到保护区上班，就像从一
湿地公园、海南大学东坡湖等地发
个家来到另一个家，和“家人”待在
现的越冬候鸟种数也越来越多。
一起，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内心也
冯尔辉希望，经过一代又一代
是安定而满足的。
护鸟人的努力，每年冬季，候鸟们都
能准时来到海南，赴这场温暖之约，
用万鸟归林的震撼景象，为冬日的
村里多了“编外”护鸟队
海岛更添生机。
保护区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东寨港
这些年，
通过坚守岗位和进村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
进社区、进校园宣传动物保护知识和

冯尔辉在拍摄候鸟 。

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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