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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极其珍贵的资源，被誉为“地球之
肾”和“物种基因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黑龙江
湿地论坛上获悉：我国现有湿地 5360 万公顷，占
国土面积的 5.58%，目前已建立 900 多个湿地公
园。湿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休闲，正成
为人们学习知识、享受自然的好去处。多地兴起
的湿地旅游发展较快，增长潜力较大，有望成为
我国旅游发展的蓝海。

我国建立900多个湿地公园

提起湿地，大家并不陌生。从沿海到内陆，从平
原丘陵到高原山区，或沼泽湖泊，或河流海岸甚至
是稻田，湿地以其丰富的多样性，精心呵护着人类
家园。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湿地是水陆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上的交替界面的区
域，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
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通过旅游的方式，走近
湿地、了解湿地、亲近自然、爱护生态。

我们一行来到哈尔滨呼兰河口湿地公园，放
眼望去，水天相接，宛若大海。各滩岛之间由绵
延 2000 多米的木栈桥相连，犹如一串精美的项链
串起了颗颗珍珠，又似一道水上长城。这片湿地
位于松花江和呼兰河交汇处，面积 38.5 平方公
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登上观鸟台，
可俯瞰湿地全景，观碧草青青，灰雁、江鸥在我
们身边飞翔，不时还能看到丹顶鹤、白枕鹤等国
家珍稀鸟类。湿地堪称鸟类生息繁衍的天堂。

全国湿地旅游正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承受的前
提下适度有序开展。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在
论坛上介绍说：“目前全国已建立46个国家重要湿
地，570 多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和 900 多个湿地公
园，共有2340万公顷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湿地旅游要做到保护第一

如何科学地开发湿地旅游，如何通过生态的
方式，唤醒沉睡的湿地并造福百姓、促进发展，
成为与会专家学者最关注的话题。

中央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确立了“到 2020 年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
的目标，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张
玉钧表示，要在科学评估湿地系统的生态承受能
力和旅游管理能力的前提下，适度有序地开发湿
地资源，确保现有湿地性质不变、面积不减少、
功能不退化，继而实现永续利用。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说：“由于人为干预，
长期以来，湿地遭到破坏，原始景色很多已经没有
旅游价值。因此说，湿地不等于资源。只有实施了严
格的生态保护的湿地，才是旅游资源。比如，杭州西
溪湿地实施保护工程，湿地内植物得到了极大改
善，才成为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

“发展湿地旅游，要坚持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找
准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切入点。”黑龙江省省长陆昊
表示，要采用最节能环保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
湿地的干扰性、破坏性行为，同时也要提供一定的
游览视角，在合理范围内深入体验湿地的魅力。

发展“湿地+”的旅游模式

在保护的前提下，湿地旅游究竟能有哪些内容
吸引游客的眼球呢？仅仅是观鸟吗？单一形式的湿
地旅游显然很难满足大众的需求。这就需要多种消
费、多种产品组合在一起，发展“湿地+”的模式。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白长虹介绍说，游
客在湿地的主要活动包括观赏各类的动物和植物。湿

地旅游的整个服务过程，包括设施装备、培训辅导、科
普交流以及消费过程的交通保障，国际的交流，未来
的分享等构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湿地旅游开发
应进行深度的产业延伸和体系化的发展。

湿地旅游的经营，不等于文物旅游的经营，不
等于实物旅游的经营，不等于文化旅游的经营，要
科学的管理才能取得效益。在李世宏看来，湿地要
转化成资源、资源要转化成产品、产品要转化成市
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湿地作为一种生态旅游的
产品，一旦做成功了，就一定是综合发展、协调发
展、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有综合效益可图。

黑龙江打造湿地旅游体验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湿地保护与开发上，
湿地资源大省黑龙江走在了前列。据介绍，黑龙
江省是我国湿地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的天
然湿地 556 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三。全国 46 个重
要湿地中，黑龙江就有 8 个，还有 23 个国家级湿
地自然保护区、41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湿地景观
类型丰富而独特。

黑龙江林业厅厅长杨国亭介绍说，黑龙江省
是全国第一个为了保护好湿地实现立法的省份。
到目前为止，黑龙江省建立了 87个湿地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其中 23个国家级、64个省级，形成了
全中国最大的湿地保护管理网。

目前，黑龙江以湿地资源为基础，以湿地文
化、民俗文化、乡村文化、时代变迁为线索，以
高寒湿地的独有魅力为依托，构建了以“一带两
湖三网两边”为核心的湿地旅游产品体系。“未
来，黑龙江不仅是冰雪旅游目的地，还将是中国
湿地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国际湿地生态旅游的体
验地。”黑龙江省旅游局局长锡东光说。

生态文明，是当下的热词，经
常见诸于报端。人们听到它时，大

多脑海中会浮现出青山绿水的画面。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

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
成果的总和。从大处说，生态文明建设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这么听上去，生态文明是个颇为宏观的概念，如

何能具体地触摸感知它呢？其实，走进你我身边的湿
地，便可从一草一木、一湖一河、鸟类鱼类感受到好生态

带来的和谐之美。
“詹葡叶分飞鹭羽，荻芦花散钓鱼舟。黄橙红柿紫菱

角，不羡人间万户侯”。这是古人笔下描绘出的幽静雅致的
湿地风光。如今，漫步湿地，眼前一派水乡泽国的景观，万

顷荒野，原生世界，水草相连，白鹭翱翔，不知不觉中你我便
走入画中。春日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夏季草木繁盛，绿意盎

然；秋日波光粼粼，水草金黄；冬季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水是湿地的灵魂。水是万物之母、生命之源、生存之本，是人

类以及所有生物存在的生命资源。湿地是地球、土壤、水体和生命经
过数亿年的发展净化的结果，从生命起源到社会发展，与人类的生存、

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动植物食品资源，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同时湿地还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工业原料和能量来源，是

人类文明的摇篮。
湿地是生态文明的典范，是山、水、林、田、湖的有机结合，是生态与民生和谐

统一。旅游，是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感知的最佳途径。湿地旅游，提供了人们探索、观
察、理解和认识湿地的新路径，让更多的人们近距离了

解生态之美。湿地独特的美学、教育和文化功能，为人们
搭建起生态认知的平台，为传承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载

体。人们在休闲、游憩的同时增强了生态意识。
正像湿地里一块温馨提示牌上所写：“请小声说话，鸟

儿也有耳朵”。切记，我们要适度友好地接触湿地，不可打扰
了它。

湿地，中国旅游发展的蓝海
本报记者 赵 珊

感受生态文明之美
绾 然

感受生态文明之美感受生态文明之美
绾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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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锦江近百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
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代诗人张籍在 《成都曲》
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山清水秀的成都之景。如今，成都
湿地正在让这座城市重现一千多年前的盛世美景。而

“复原”美景的思路与做法，让成都成为观察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样本。

湿地让成都宛在水中央

有一个“80后”小伙儿，生于成都，毕业于上海，先
后工作于香港、北京，最后定居于成都。丰富的阅历，让
他与成都一相见，就迅速捕捉到了它的特质。

“今后如果你沿着绕城走一圈，你会依次看到金沙、
安靖、北湖等湿地，它们的总面积相当于5个西湖、14座
颐和园……”这句台词出现在成都地铁列车里、风靡于互
联网上。台词出自视频《城市与水的新不了情》，作者正
是“新成都人”李欣。

3分多钟视频，解说了成都的“六湖八湿地”——于
2012年全面启动，是成都环城生态区的核心。成都依托府
河、清水河、江安河等水系，规划建设了锦城湖、江安湖
等6个湖泊，并在其周围布局了包括青龙湖湿地、清水河
湿地等8个生态湿地。

“可以想象一下，当‘六湖八湿地’全部建成以后，成
都会是一座更让人惊奇的城市。”李欣说。如今，周末去白
鹭湾湿地逛逛，已成为李欣和家人的习惯。

走进白鹭湾生态湿地，湖水波光粼粼，白鹭飞过花
海，游人徜徉湖畔……种种美景令人陶醉，处处演绎

“人水和谐”。
这些湿地犹如绿色翡翠带将成都市区围绕在中央，形

成“城景交融”之态。“历史上，成都是一个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的城市。”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
在考察环城生态区时说，“如今，我们同样要做足做好水
文章，规划打造一批生态河流和人工湿地。”

解析一道“蓉式算术题”

如何权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这是很多城市都面临
的一道难题。而成都的思路很有启发意义：在追求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发展，从而获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成都对湿地的投入，除了自然景观，还包括供市民娱
乐的公共设施，如亲水平台、休闲步道、停车场、标识系
统等，这是一笔庞大的开销。有数据显示，白鹭湾生态湿
地一期工程总投资15.6亿，全部完成则将花费20亿。

除了前期资金投入，还有巨大的隐形成本。据了
解，为保护“六湖八湿地”的水源环境，“六湖八湿地”
严格禁止发展工业，农业种植物、苗木、生态植物植
被、树木和水体的占地面积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不

得低于80%。成都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六湖八湿
地’只能适度发展现代服务业，已在里面的工业、市场
和大专院校会迁出去。”

根据《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环城生态区内
禁止新建工业项目，现有的工业项目将迁出或关闭。这
样一来，眼前经济效益必然受损，而“蓉式算术题”的
精髓就在于，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取更大的经济发
展。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杨明洪教授认
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企业落户成都，一个关
键因素就是“宜人”。“六湖八湿地”有助于推进成都城
市生态转型升级，建成后势必进一步提升成都的宜商、
宜居环境，属于在追求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发展。

“废水”与“费水”一字之差

“六湖八湿地”水系面积达28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

西湖、14个颐和园。这样的大规划，会不会太费水？答
案在近日中央公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 中。该 《意见》 明确指出：“积极开发利用再生水、
矿井水、空中云水、海水等非常规水源。”

成都湿地景观所用水正是“非常规水”。
据了解，成都八大湿地的水源主要来自蓄积雨水和

污水处理厂出来的再生水，若不足，再从相邻河道中取
水。白鹭湾、清水河等生态湿地都是如此。

“这些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后的污水即再生水，流
经在外环建设的条形生态湿地，通过人工湿地再进行
深度处理，浇灌城市湿地景观。”成都市水利专家陈渭
忠说。可见，成都湿地利用的是“废水”，而非“费
水”。

究其原理，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中有一些浮
水和沉水植物。它们有强大的清除毒物能力，当含有毒
物和杂质的流水经过湿地时，这些植物会对污染物进行
吸收、代谢、分解，最后流出清澈的“活水”。为此，成
都市启动再生水回用工程，并修建了6座污水处理厂再生
水用于生态湿地及景观河道。

将“蜀水文化”做成品牌

自古以来，“蜀水文化”就是成都的一张名片。岷江
水系、沱江水系穿境而过，湿地密布、河网发达，在诗
人李白、杜甫、薛涛的笔下，甚至美于长安等地。几千
年前，都江堰水利工程让成都有了“天府之国”的美
名，如今，成都湿地又将延续成都人水和谐、水兴城盛
的梦想。

为了续水脉、传文脉，除了大力打造湿地景观，成都
还需将“蜀水文化”做成一个品牌，即除了建设生态环
境，还建设生态文明。早在2012年，四川省水利厅发布了

《蜀水文化建设纲要》，计划从保护蜀水资源、保护蜀水文
化遗产、开展蜀水文化研究和活动、加强蜀水文化宣传教
育、培育蜀水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设蜀水文化品牌。为
此，成都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一年一度的“蜀水杯”水利摄影大赛上，一幅幅水利人
物、水生态环境的摄影作品美轮美奂；以“水文化”为主题
的郫县望丛文化园中，望丛祠、龙舟会、水乡绿廊等文化遗
址颇有古蜀气息；碧波万顷的都江堰边，已被列为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都江堰“清明放水节”重现了古代风俗礼
仪；首个国家级的“中国山水文化博物馆”中，大量蜀山蜀
水画作展现出蜀国风情……

成都正把城市河流水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
全市“2025”规划中，与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发
展、宜居之城打造统筹考虑，进一步优化千年水网，建
设活水成都。

水生态水生态：：成都未来成都未来最大的资本之一最大的资本之一
潘旭涛潘旭涛 李李 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