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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让小微湿地成为乡村振兴的“点睛之笔”
本报记者 王翔

相较一些大型湿地，小微湿地进入大
众视野较晚，但在记者多日的采访中发
现，恰恰是小微湿地的保护与利用，更需
要全民的关注、支持和参与。究其原因，
除了小微湿地的重要性外，也与其广泛分
布、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属性密不
可分。

全民的参与和支持包括几个方面。
例如梁平稻田湿地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其
涉及的群众数以千计，如果群众不同意，
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会落空；又如在
一些地方，为了产业发展，不惜毁掉小型
的塘堰沟渠井等，这种做法今后需要更加
的审慎；又如在小微湿地的合理保护和利
用上，仅靠政府是没办法实现全覆盖的，
这就需要社会各方的投入和支持……

而要全民参与进来，当下的一些工
作，政府就必须提前做起：

一是加强对小微湿地的宣传，让更多
人认识到身边小微湿地的重要性，提升群
众对小微湿地的保护意识。

二是在国家出台《小微湿地保护与管
理规范》等规定后，要及时跟进，制定落地
细则，为我市小微湿地保护、管理和利用

“建章立制”。
三是要尽快摸清我市小微湿地现状，

制定保护利用规划，为下一步保护和利用
打好基础。

四是要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加大
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微湿地的保护
与利用。

五是完善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处理
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只有这样，我市小微湿地的保护与利
用才能尽快走上正轨，我们身边的小微湿
地，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永远不可或缺的
那一份“乡愁”。

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
更需全民参与

本报记者 王翔

本报讯 （记者 王翔）稻田是
小微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林业局湿地中心
获悉，今年，我市拟在梁平区建设全
市首个稻田湿地公园，以保护好原
有稻田湿地景观，充分发挥稻田小
微湿地的生态功能，助力重庆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梁平是长江北岸一级支流龙溪
河发源地，境内408条中小河流纵横
交错、75座水库星罗棋布，湿地资源
得天独厚，存有规模壮观的稻田湿
地72万亩，这些稻田湿地与库塘、山
坪塘、溪河等相互串联，共同构成了
一幅“山水林田湖草城”的湿地生态
画卷。

“这些稻田湿地，是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让人们‘记住乡愁’的重
要载体。”梁平区林业局局长陈世康
介绍，随着梁平全域湿地理念的推

广，面积巨大的稻田小微湿地保护
与利用提上了日程，为了进一步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梁平区
希望在安胜镇打造我市首个稻田湿
地公园。

安胜镇是梁平传统的水稻种植
区域，在此打造稻田湿地公园，不仅
可以保护稻田湿地，对当地调整产
业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稻田湿地公园是一个新生事
物，目前，按照相关设想，稻田湿地
公园的建设，不会改变耕地的基本
属性，只是按照湿地公园的管理方
式对农户进行约束，让农户尽量保
护好稻田湿地，不要随意施肥用药，
并加快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对农户
生产和收入造成影响的，梁平区也
在考虑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机制，以
最终达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的目的。

我市拟建首个稻田湿地公园

湿地与村落融合，乡村
美丽如画

6月17日，雨过天晴，重庆日报
记者沿着蜿蜒的旅游公路，来到梁
平百里竹海腹心的猎神村，放眼望
去，一栋栋竹元素包裹的房屋鳞次
栉比，一条小溪贯穿整个村，溪水旁
长满了各类花草和树木，不远处，梯
型稻田湿地沿着沟谷向远处延伸，
水面波光粼粼，长满了各种经济水
生蔬菜和水生花卉，让整个村落美
丽如画。

作为我市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
探索的示范地之一，猎神村对小微
湿地的保护和利用产生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效果，在生态保护、乡村人居
环境改善、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等方
面都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以前的村落可不是这个样
子。”猎神村党总支书记陈宗寿说，
多年前，为了解决村民的居住问题，
政府对村民进行了集中搬迁，在原
本农户相对集中的区域，修建了现
在的农民新村。2016年，政府开始
大力推动百里竹海的旅游业发展，
又对新村进行了提档升级——完善
了各类污水管网，并用竹元素对新
居农房进行了改造。

“最开始时，我们村和其他的新
农村没什么两样，无非就是用竹元
素进行了点缀，但现在却不一样
了。”今年60多岁的村民陈占国说，
关键就在猎神村的小微湿地上。

2014年，出于防洪的考虑，当地
曾对贯穿新村的小溪进行了整治，
并在小溪旁栽种了一些行道树。
2018年初，梁平区提出了“全域治
水 湿地润城”的全域湿地理念，在
乡村，采用“湿地+”模式，推动湿地
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脱贫攻坚等深度融
合。猎神村这条仅有1米多宽的小
溪沟，过去是直立式陡岸的生硬渠
道，通过小微湿地理念和技术引领
的生态修复，如今已经成为生态秀
美的乡村溪流。

“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栽种一些花草。”竹山镇
一负责人介绍，为了修复这条小溪
沟的湿地生境，他们在小溪沿岸栽
种了悬垂型植物蔷薇、月季和一些
水生植物柔化水岸。沿途的房屋
旁，一户户村民自发堆叠的柴禾，
就是一个个多孔穴的“昆虫旅馆”，
让小溪生态系统的“每一位居民”
（各种昆虫和无脊椎动物）都有落
脚之处。

除了小溪外，紧邻村落的稻田
也被保护了起来。记者看到，这片
近50亩的梯形稻田位于村落后方，
与村落紧密相连，以前就是当地农
户栽种的水稻田，放眼望去，数十个
田块沿着山坡往上延伸，呈现出山
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

“过去，由于很多村民外出务
工，这些水田大多闲置起来，不少田
块都没有了水。”陈宗寿说，后来，梁
平区引入了业主打造“梦溪恬园”民
宿，这片沟谷稻田也被一并流转保
护了起来，稻田中重新蓄满了水，按
照小微湿地建设理念，建成了山地
梯塘小微湿地，成为猎神村一景。

合理利用，小微湿地让
乡村旅游火了起来

俗话说，靠山吃山。多年前，在
猎神村，村民们就靠挖掘石膏矿和
经营竹材为生，对小微湿地的利用
则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

“前些年，由于矿山对生态造成
了破坏，被政府关停，加上竹产业也

发展较慢，所以村民们很多都外出
务工了。”陈宗寿说，为了帮助猎神
村产业转型，用好百里竹海资源，政
府大力推动当地乡村旅游、竹工艺
编织、竹产业种植等发展，但起初步
履艰难。

指导参与当地小微湿地建设的
重庆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湿地科
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袁兴中教授分
析，猎神村这个地方，百里竹海确实
是一大优势，但这种资源并非独有，
百里竹海涉及的9个乡镇竞争激烈，
加上当地乡村旅游和民宿发展刚刚
起步，特色没有彰显，知名度也不
高，所以，导致当地村民有点信心不
足，最典型的就是猎神村113户农户
中，起初仅有一户农户发展农家乐，
大部分人都处于观望之中。

转折出现在“梦溪恬园”民宿的
进入。陈中明是猎神村人，一直在
外闯荡，2017年底，听说家乡要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陈中明立即响应号
召，回到猎神村，投入2000多万元，
打造“梦溪恬园”特色民宿。

“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是我觉
得猎神村资源很好。”陈中明说，他
长期在苏州工作，看到了一些农村
小微湿地建设的例子，所以，他觉
得猎神村有竹海，也有湿地，是一
个难得的宝地，打造好了绝对不愁
没人来。

就这样，陈中明一方面修建特
色民宿，另一方面，将村落后的50亩
沟谷稻田流转下来，进行生态修复，
恢复其山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种
植了莼菜、慈姑、菱角、空心菜、水芹
菜等10多种水生经济作物。

“湿地蓄水后，有山有水有景，
立刻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玩。”陈
中明说，他的民宿2018年底开业迎
客，但那时，小微湿地还没建成，来
的游客还不多。今年端午期间，他

的民宿就迎来了一波游客增长的爆
发期，大多数游客都是冲着小微湿
地美景而来。那几天，他的17个房
间最低的400多元/天，但仍然挡不
住游客的热情，天天爆满，几乎每天
都收入上万元。

更重要的是，小微湿地的建设
带动了猎神村竹家乐的发展，让猎
神村乡村旅游火了起来。现今，猎
神村竹家乐已达到10多家。原本在
外务工的村民陈宗旨也回到猎神村
开起了竹家乐，家中5个房间，加上
餐饮，五月份，他就收入3万多元，

“这可比打工强多了”。
陈中明说，猎神村除了乡村旅

游步上正轨外，山地小微稻田湿地
中栽种的莼菜等经济作物，也有望
成为猎神村的特色湿地生态产业，

“到时，村民看到赚钱了，就会跟着
一起发展，让猎神村产业更加兴
旺。”

小微湿地保护与恢复，
生态功能凸显

小微湿地数量众多，它们是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在开州汉丰湖湿地
生态功能的发挥中，就可见一斑。

2014年开始，开州区就在环汉
丰湖周边进行“湿地五小工程”的示
范建设，即环汉丰湖建设雨水花园、
生物沟、生物洼地、青蛙塘、蜻蜓塘，
实际上这就是城市小微湿地。此
外，开州汉丰湖北岸乌杨坝区域是
汉丰湖鸟类最为集中的区域，每年
冬季都会有大量的雁鸭类候鸟聚集
于此越冬。但此处冬季水位较深，
缺少浅滩和岛屿。

“为了给鸟类营造一个栖息、觅
食的生境，2016年，我们在乌杨坝区

域实施了鸟类生境工程。”开州区汉
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
亚洲介绍，该工程堆置两个“鸟岛”，
在冬季175米水位时，露出水面的面
积有1140平方米，他们在岛屿顶部
设计了适合雁鸭类生活的浅水塘等
小微湿地，并栽植了火棘、桑、乌桕、
巴茅等乔灌木和草本。

如今，鸟岛已经成为鸟类的天
堂，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雁鸭类、鸻鹬
类候鸟到此休憩觅食。据2018年1
月份登岛调查，鸟岛上面有大量的
鸟类羽毛和厚达3厘米的鸟粪，并发
现了数处鸟类繁殖巢穴。

实际上，小微湿地不仅是良好
的生物庇护所，可供植物、昆虫、两
栖动物、鸟类等湿地生物栖息，其对
水质净化、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等都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袁兴中教授介绍，就拿水质净
化来说，根据相关监测，小微湿地比
大型湿地具有更大的水土接触面，
可以更有效的去除水体氮磷等营养
物质；且对全球湿地的统计分析也
发现：10个1公顷的小微湿地比1个
10公顷的大湿地具有更好的水质净
化效果。

“因此，保护好各类小微湿地，
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是目前我们
工作的重点之一。”市林业局湿地中
心负责人陈勇说，目前，我市已多方
筹集资金，支持在梁平龙溪河等流
域进行水环境治理试点，一些地方
已经开始启动实施。

其主要内容就是建设一批农村
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工程，即在污
水厂出水口外建设小微湿地公园，
利用小微湿地的净化水质功能，进
一步清洁污水厂排出的处理污水，
让流向龙溪河的水更加清洁、干净，
为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小微
湿地的力量。

梁平区竹山镇竹海小镇旁的小微湿地。 记者 王翔 摄

梁平区双桂街道万石村稻田湿地景观。 通讯员 冯卓怡 摄

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
通讯员 熊伟 摄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参与到保护湿地
的行动中来。然而，在众人将目光聚
焦在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的保护和
利用上时，却忽略了我们身边众多的
小微湿地。

小微湿地是指自然界在长期演
变过程中形成的小型、微型湿地，如
小湖、自然水塘、小溪、河湾、沟渠等，
乡村小微湿地多以塘田沟渠堰井溪
等形态出现，在乡村，大多数的小微
湿地缺乏有效的监管和保护。

如今，国家已经关注到小微湿地
的重要生态服务功能，2018年10月22
日，《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
审议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小微湿地保
护与管理》决议草案，意味着小微湿
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进入了关键时
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广泛征求意
见，加快制定《小微湿地保护与管理
规范》国家标准，重庆也加快了先行
先试的步伐，在梁平和开州等地进行
了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的探索。

核心提示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