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S BRIEF

黄河三角洲湿地：
一份应该保护和珍惜的自然遗产
主要内容


要把东营市建成一个经济繁荣和生态健康的城市，必须充分认识湿地的价
值。



湿地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荒地。湿地不仅具备实际价值，而且还具备无形
价值。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脆弱，易受周边和上游流域环境变化的影响。



对湿地生态功能进行全面评估，可以为加强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提
供有力依据。



发展对环境影响小和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农业、低碳水产养殖业和清洁
工业有利于保护三角洲湿地生态健康。

新土地，新城市
东营是山东省的一个年轻城市，2008年人口
为184万，GDP年度增长13.7%。东营自然资源丰
富，其中两种资源铸就了东营的命运，那就是
湿地和石油。
从约150年前的黄河改道开始，大量河流
沉积物平均每年以18平方公里的速度流入
渤海前，在黄河入海口不断淤积，形成目
前东营这片土地。东营市于1983年随全国第
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开发正式成立。东
营现在是世界能源城市伙伴组织的16个城市
之一，其丰富的资源除了石油外，还包括
“超过333,000公顷可待开发的荒地”
(www.energycities.org/dongying.asp)。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黄河三角洲湿地同
样面临着经济生态的矛盾。对经济快速发展的
追求势必促使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造成对
自然生态平衡的威胁。东营湿地生态系统能够
与正在蒸蒸日上的现代经济协调发展吗？人们
对湿地生态保护是否有足够的关注？东营如何
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健康相结合的目标？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世界渔业中心、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与东营市海洋和水产研究所联
合开展了“黄河三角洲湿地资源开发和利用研
究”项目。该项目是由国际“水资源和粮食挑
战计划”资助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项目旨
在提高人们对湿地价值的全面认识和理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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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接经济价值外，湿地还具有其它重要的生
态价值。项目选择了东营东部四个区域为试
点，演示了对湿地价值的理解如何影响决策
者，以及如何引导决策者实现东营持续和稳定
发展的目标。本文总结了本项目的主要研究结
果。

湿地，不是荒地
有些人认为湿地荒无人烟、杂草丛生、蚊虫
泛滥且威胁安全和健康。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
颇导致有些地方把湿地当作“荒地”，将其中
的水排干、围垦，用于经济发展。但是，很多
文明史和文化史告诉我们，湿地内在价值是不
能用我们现有的价值观加以衡量（见表1)。
黄河三角洲的自然湿地具有表1所列的所有生
态作用，其中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作用是维护鸟
类的多样性。每年大约有90种，数量50万到100
万只候鸟来到东营的湿地。其中很多是属于国
家或国际保护的稀有或濒危种类。因此，1992
年中国政府把黄河三角洲15.3万公顷湿地列为
自然保护区，其中79,200公顷地方列为核心保
护区。这一值得赞赏的举措为这片原始的、新
形成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了严格的保护。
即使目前，这块湿地仍在以每年2.2公里的速度
向海上扩展，是世界上扩展速度最快的湿地。
由于不断的扩展，使这块河口湿地的不同地段
处在不同的成熟阶段，形成了海水—碱淡水—
图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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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不同的生态系，生长着丰富的动植物物种
(见图1）。
在自然保护区中，有10,600公顷的缓冲区和
63,200公顷的实验区，这些区域在保护区设立
之前就存在一些生产活动。自然保护区之外的
大部分原始湿地已经被不同形式利用和改造。
黄河三角洲地区湿地是目前是由自然湿地（保
护区之内受保护，保护区之外不受保护）、人
工湿地（包括淡水、咸淡水养殖池塘、盐田和
水库）以及已被改造为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
城镇居民区的镶嵌体（见图2）。
图2. 东营市东部的土地利用图(2009)

表1. 湿地的内在价值
关于湿地的一些常见表述反映出人们传统上对其作用的认识，翻译成现代科学的语言，即为
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如以下括号内所述）:
湿地是食物储藏库（直接食物源）。可
以提供鱼类、蟹类、虾类和贝类以及植物
可用作食物、纤维、木材、药品和其它产
品。

湿地是基因库（支撑生物多样性）。湿
地特殊的水陆交合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资源。许多湿地植物有药用、
食用和经济价值。有一些是农作物的野生
亲缘，是培育抗逆作物的基因宝库，为子
孙后代的食物安全提供了重要保证。

湿地是海绵（调节水量）。可以在多雨
季节吸收和储存多余的水量，在少雨季节
释放出一定水量，有蓄洪抗旱的作用。

湿地是鸟类的国际机场和冬季乐园（维
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湿地可
以为当地水鸟和候鸟提供多样化的温带和
热带栖息地,停留补充食物或越冬繁殖。其
中许多候鸟是稀有或濒危种类，其生存状
况随着迁徙路上湿地的退化或消失而面临
巨大威胁。

湿地是地球之肾（净化水质）。相当于
一个天然过滤器可以净化水质。湿地植物
的丰富根茎可以有效滞留沉积物。湿地植
物能够去除水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质。湿
地有益菌能够收集硝酸盐类污染物，有利
于重要营养物质的循环。

湿地是碳和营养物质的吸咐地（减缓气
候变化）。湿地可以在浸水土壤中储存碳
和氮物质。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提高增
加了对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担忧，所
以碳吸附非常重要。沿海和河口湿地中的
盐碱条件不仅可以抑制甲烷等其他温室气
体的产生，同时促使所吸附的硝酸盐还原
为无害的氮气。

湿地是自然灾害的缓冲器（控制土壤
侵蚀、蓄洪防旱）。湿地通过土壤中交织
的根系减缓水流速度，可以吸收风能和波
能，减轻洪灾、河堤和海岸水蚀，降低其
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
随着对湿地科学研究的不断开展，湿地
的重要作用被人们进一步认识：

湿地拥有自然景观和遗产价值（文化价
值）。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湿地是
荒凉而危险地方，恰恰相反，湿地为喜爱
户外活动和喜欢观察野生动植物的人们提
供自然美景和休闲的机会。

湿地是水生动物的繁殖场、觅食区和庇
护所(支撑生物和食物链）。湿地为鱼类和
贝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也是很多海水鱼
和淡水鱼重要的产卵和繁殖场所，其中许
多鱼是重要经济鱼类，是人类的食物和经
济来源。

湿地——脆弱的生态系统
量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可以佐证这点。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黄河上游
河段水量不断减少，引起黄河入海水量的减
少，造成河口湿地的淡水沼泽逐渐退化，甚至
消失。黄河河口三角洲地区生态修复项目连续
十年的监测证明：持续不断的淡水供给是维持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

湿地看起来似乎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但
实际上其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湿地生态健康状
况主要依靠沉积物和水的不断滋养，其中，沉
积物是构建湿地的土壤基础，水是湿地上生长
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养分。三角洲湿地生态健
康依赖并受制于周围以及上游地区对土地和水
的利用状况。近期黄河下游水量的减少以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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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湿地生态和经济:平衡发展
如何改善黄河三角洲的湿地管理，取决
于对湿地（包括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生
态功能的认识以及对湿地价值的评估。以
下一些建议和对策对东营湿地保护和构建生
态—经济平衡发展城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调节水量和过滤水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切萨皮克湾以及其他河口展开的营
养物循环研究表明，淡水潮汐沼泽地可截留
35%的氮和80%的磷，避免其流入大环境中。

策略1:提高自然保护区综合效益

图3. 在不同生态类型中碳的长期沉积率(克/平方米/年)

对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全面的评估可以加
强人们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消
除把湿地当作荒地的误解。在核心保护区
内，要尽可能保持湿地的原始状态，使丰富
多样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天然户
外实验室，开展各类科学研究，科学地量
化温带沿海及河口湿地的各种间接效益。
1)湿地的生物学意义:湿地是植物和动物的
天然基因库，是重要鱼类的栖息地。
2)湿地的调节作用:湿地可以保持和循环营
养物质，净化水质。
3)湿地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湿地可以吸附碳，
降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
人们之所以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功
能认识不足，是因为他们难以看到或系统地
量化这些功能。目前在其他类似地方开展的
研究表明，湿地对鱼类等水生生物繁殖以及

摘自Kennedy and Bjork (2009)文献*

湿地碳汇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的作用非常
显著。对美国沿海地区类似黄河三角洲湿地的
研究表明，海水潮间带沼泽沉积物能够长久
地吸附碳物质，避免其以二氧化碳形式排放
到空气中，造成温室气体（ GHG）。每公顷湿
地对碳吸附率甚至高于热带红树林，大约是
热带森林的100倍（图3）。海水湿地中的盐
度也可以抑制生产甲烷的细菌。甲烷是另外
一种温室气体，在淡水沼泽中很容易产生。

* Kennedy, H., and M. Bjork. 2009. Seagrass meadows. In: Laffoley, D.d’A. & Grimsditch, G. (eds).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coastal carbon sinks.
IUCN, Gland, Switzerland. 53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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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碳补偿:黄河三角洲湿地重要的
生态服务
作为世界上最大和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面临着减缓
巨大能源消耗和回应国际上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压力的挑战。工业的快速增
长和12.5亿的人口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排放二氧化碳的主要国家，尽管其人
均排放量仅仅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点
(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carbon_
dioxide_emissions) 。 只 要 对 国 内 广 大 地 区

内的自然和人工植被进行保护和合理管
理，中国就可以有效降低其温室气体的排
放量。对黄河三角洲沿海湿地进行保护就
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湿地面积没
有陆生森林那样广泛，但如果不受破坏，
湿地吸附碳的能力（也就是存储）比热带
森林高100倍。目前，世界上对自然生态
系统碳吸附的能力作了经济评价，也就是
所谓的碳补偿。有了碳补偿，可以防止个
人、公司或国家产生出来的温室气体排
放。货币化的碳补偿目前在商业上被接
受为碳信用。保护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所换取得的碳信用，
可以作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应补偿。
这样的先例是存在的。热带森林对减少
温室气体（ GHG ）排放的作用目前已经被
广泛认识，这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有资格参
与“联合国减少森林砍伐和和退化造成的
温室气体”( UN-REDD）计划( www.un-redd.
org)。此计划提供一定资金（作为碳信用的
一种），帮助参与国有效执行“减少森林
砍伐和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 REDD）
计划的能力建设，包括如何建立排放参照
标准、采取减少森林砍伐策略以及设计监
测系统等。这个计划最初是针对热带森
林。后来，因为有科学证据表明，红树林
对减缓气候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该
计划也扩展到对红树林的保护。由于亚洲
的很多温带沿海湿地都在中国，许多适用
于碳补偿计划（包括“联合国减少森林砍
伐和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UN-REDD)）
的湿地案例一定会出现在中国，这使得黄
河三角洲这个户外实验室显得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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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一些科学资料进一步证明，尽管上游
九省对黄河水存在竞争性需求，但黄河水资源量
能够保证充分滋养这片湿地。科学研究也支持这
样一种观点，即温带沿海河口湿地符合碳补偿和
碳信用计划资格。这样，对保护具有吸附碳功能
的湿地可以得到一定经费上的支持（表2）。

策略2:发展绿色经济
东营具备发展绿色经济的潜力。这样，可以
增强城市生态和经济实力，减轻经济发展对保护
区内外自然湿地生态的压力。
鼓励对环境影响小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农
业。在自然保护区周围，要选择耐旱作物和用水
量较小的种植模式，构建吸引鸟类栖息的农林景
观。
当农民不种粮食和大豆，改种耗水更多且对
生态影响较大的棉花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外
的鸟类多样性减少了。当地林业局计划在保护带
以及道路和河流两旁种植更多的树，这是一个很
好的举措，不仅可以建立多样性的植物景观，而
且还能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修复已经被排干水
的残留湿地草甸，不仅可以恢复其调节水流和净
化水质等生态功能，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鸟类和
其他水生生物，提高乡村景观的吸引力。

发展低碳水产养殖。这种养殖不仅能够减少
碳排放，而且能带来较好的经济回报。过去，当
地的水产养殖品种主要是对虾。目前，随着养殖
对虾病害的日益严重，养殖品种趋于多样化，如
蟹类和海参等。这些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养殖品种
是发展低碳水产养殖的很好模式。海参对水质要
求比较高，这可以促使对养殖区周围环境保护及
土地和海域加强管理。牡蛎和贻贝等水生贝类养

总 结

殖不仅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吸
附碳和净化沿海水域。处于食物链底层的藻类养
殖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变为具有高市场价值的绿色
保健食品。

加强对湿地保护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利益。
然而，慎重地选择经济活动，才能使经济建设与
生态平衡协调发展，并且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功
能。这种协调发展需要政府的强大决心和有力
的制度保证，各部门的管理作用应相互补充，而
不是竞争，否则会使这些人们赖以生存的湿地资
源不断退化。如果做到这一点，东营就有可能实
现“高效生态经济”的目标，为中国乃至世界提
供一个典范。

开展清洁工业，减轻水的污染。清洁工业可
以降低对自然湿地和池塘水产养殖的威胁。尽管
黄河主流及其大中型水库水质较好，达到中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级(适合游泳及净化饮用)，但
不少农田排水和工业废水使相关小河流受到严重
污染，其水质甚至达不到五级标准(农业和景观
用水)，基本是无用水。像胜利油田一样，建立
清洁工业并严格执行健全的环境保护方针，对降
低水污染是十分必要的。

摄影著作权：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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