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3 月 12 日前后，照例要写
写树，诸如有哪些种树、护树活动，
森林覆盖率有何变化等等。但今
年，我们不写树，而是关注与树相依
相伴的精灵——鸟儿们。毕竟，衡
量一个地区生态好不好，除了森林
覆盖率之外，更要看“鸟的翅膀往哪
飞”。

来过崇明岛的人，总会对岛上
众多的鸟儿印象深刻。清晨伴着鸟
语醒来，一抬头就能看见树上高高
的鸟窝。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这
些鸟窝里都住着哪些鸟儿？

长期以来，上海的自然保护机
构和生态学家对崇明的鸟类进行了
较为系统和持续的研究，研究显示，
除了每年在崇明三岛近海岸湿地过
境停息和越冬的 100 多万只次迁徙
水鸟外，崇明三岛的内陆鸟类约有
210 种，总数 130 多万只，无论种类
还是数量均位居全市各区首位。最
为常见的是麻雀、白头鹎、家燕、珠
颈斑鸠、喜鹊等留鸟。这些物种在
控制农田和林地的病虫害、维护生
态系统功能平衡和食物网完整等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每种鸟类的生活习性各不相
同，喜欢的筑巢地点也不同，在水杉
树上十分显眼的“豪华”鸟窝，多为
喜鹊窝。喜鹊作为一种常见的农林
雀鸟，可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指示
鸟种。前不久，崇明野生动物保护
部门对崇明岛上的喜鹊窝做了系统
的调查统计。

调查共记录到鹊巢 10789 个，
在崇明岛上的分布不均，其中堡镇
—港沿镇以西至侯家镇—建设镇以
东的中南部区域和庙镇、三星镇、新
海农场一带区域的巢址最为稠密。
喜鹊最喜欢选择在高大的乔木上筑

巢，近 9成喜鹊窝在水杉和杨树上。
喜鹊当属鸟类中优秀的建筑师，

鹊巢十分讲究。通常雌雄喜鹊共同筑
巢，取材自巢址周围数百米范围内，巢
的主体选用枯枝搭建而成，搭建于树
冠层，巢外层枯枝粗大，内层枝条纤
细，还掺杂有杂草、泥土等。利用旧巢
而建的新巢体积较大，所有树枝可达
数公斤重。巢底垫塞草根、羽片、兽
毛，巢顶有盖。在巢的侧面开口，有时
单侧开口，有时双侧开口，巢口方向因
环境而异，避免风雨侵扰。值得一提
的是，人为干扰强度决定了喜鹊巢的
高度，最高的喜鹊巢高达 50 米，最低
的仅有 4 米。据崇明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站副站长李永涛介绍，喜鹊数量最
近几年趋于稳定，人们觉得喜鹊巢越
来越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喜鹊胆子
越来越大，将鸟窝建在了更显眼处。

崇明摄影家协会的徐平多年来一
直爱好鸟类摄影，尤其对拍摄崇明岛
上的白鹭情有独钟。常年的拍摄，让
他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以前白鹭是候
鸟，有几个月见不到它，现在它们似乎
留下来不走了，一年四季都能拍得
到。”徐平说。摄影师的猜测得到了鸟
类专家的证实。李永涛告诉记者，由
于生存环境合适，崇明岛上的一部分
白鹭确实由迁徙候鸟成了留鸟。由候
鸟变留鸟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我国的
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也放
弃了迁往南方越冬的习惯。原本它们
每年会在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和江
苏盐城之间来往迁徙，但扎龙自然保
护区为丹顶鹤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良
好的过冬环境，它们便不再南飞，变成
了扎龙的留鸟。

显而易见，崇明岛上同样有适合
白鹭长期“居住”的生存环境。“这些鸟
儿的鼻子特别灵，哪个鱼塘干塘，总能
吸引到它们成群结队地飞来找小鱼小
虾吃。”多年的经验积累，徐平找到了

拍摄白鹭的窍门。鱼塘主们并不会伤
害白鹭，象征性地驱赶一下，也就听之
任之了。尤其在崇明全域禁猎之后，
更加注重对鸟类的保护。有人钓龙虾
时，顺手拿了 14 个水鸟蛋，结果被处
以 1400 元罚款，还有人张网捕鸟 37
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
年，赔偿国家经济损失共计 10500元。

有崇明本地农民反映，如今时常
有鸟类侵扰庄稼地，吃黄豆、花生等农
作物。“以前没有这么严重，是不是鸟
类的食物链出了问题，鸟儿没东西吃
了，才来吃庄稼？”对此，李永涛表示，
这一现象其实和喜鹊窝越来越显眼，
白鹭从候鸟变留鸟的本质一样，都是
因为鸟类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鸟和
人的“安全距离”在缩短。

“过去有人捕鸟、毒鸟，鸟儿看见
人就躲得远远的，现在大家爱鸟的意
识提高了，鸟儿不怕人，所以就更多地
出现在庄稼地和果林四周。”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和鸟的安全
距离更短，因为当地人不会伤害它们，

甚至还有专门为鸟儿准备的投喂设
施。人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们嬉
戏、哺食、求偶等有趣的动作。

鸟类与人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生态文明程
度，鸟类多样性更是推进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之
一，我们有责任让鸟儿更从容地生
活在我们周围。为了给鸟儿创造更
好的生存生活环境，崇明绿化部门
研究植物种类的搭配，多种一些香
樟，白头鹎多了；多种一些浆果树，
太平鸟飞来了；水岸湿地保留芦苇，
野鸭子就有了栖息地。

那么，容纳的鸟儿越来越多了，
人鸟争食的矛盾该如何解决？目
前，铺设地膜、搭防鸟网等措施虽然
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鸟的作用，
但聪明的鸟儿总能找到破解之道。
李永涛曾亲眼见过，喜鹊用嘴掀起
防鸟网后进入果园，叼着果实再从
容飞走的场景。“如何找到维护生态
环境和保障农民利益的平衡点，这
里面有大学问、大智慧，目前还需要
更多市民的支持和理解。”

关于这一点，爱鸟护鸟的崇明
人自然懂得牺牲，也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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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多个喜鹊窝

从候鸟到留鸟

鸟儿的翅膀往这里飞

●● 评论评论

区委书记唐海龙在区委一届六次
全会上指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到了
应当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书
记对生态岛建设的时空判断，是一根定
位桩，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定位到了又
好又快发展的基座上来；是一封宣言
书，向岛内外发出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到了又好又快发展新时期的动员令；是
一状责任书，向广大党员干部明确了必
须肩负起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又好又快
发展的使命和担当。如果用一个字高
度概括时至今日的生态发展之路及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那就是“好”。

崇 明 十 多 年 的 生 态 发 展 之 路 ，
“好”在“始终坚持高站位”。坚持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发展、指导实
践，坚持对标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坚
持把服从服务大局作为自身的使命担
当。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一张蓝图
干到底。坚持不懈保护、修复、建设生
态环境，积极为全市守好生态战略空
间，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筑牢生态
安 全 屏 障 。“ 好 ”在“ 始 终 坚 持 高 质
量”。面对送上门来的不达标的项目，
始终做到不心动；面对不该得的财源
始终做到不眼红。自觉关停“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能”的“两高一低”企业。
“好”在“始终坚持高标准”。坚持高标
准推进就业就学、就医养老、交通出
行、收入增长等民生福祉工程。坚持
高标准培育党员干部攻坚克难、敢于
担当的精气神。

“好”的过程，其实就是“破茧”的
过 程 。 高 远 站 位“ 破 ”了“ 地 域 ”之

“茧”；至上质量“破”了“平庸”之“茧”；
高端标准“破”了“低劣”之“茧”。正因
为对“好”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崇明生
态发展基础才越发坚实，生态发展优
势才越发厚实，生态发展之“蝶”才“破
茧”而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快”速推
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已经有了充
分的理由。“快”是因为我们有基础有
条件。举全市之力推进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的动员令已经迅速付诸实际行
动，要求我们“快”速接应。“快”是因为
崇明一大批重大项目持续落地，要求
我们“快”速实施。“快”是因为一大批
世界级选手争相竞技崇明岛，要求我
们“快”速服务。“快”是因为我们有机
遇有抓手。生态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我们

“快”速立标杆、树典范。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要求我们“快”速成为主阵地、
主战场。第十届中国花博会花落崇
明，要求我们“快”速谋划、经典演绎。

“快”是因为民之盼民之向。民众期盼
生态环境更优更美，要求我们“快”速
实现全生态、全覆盖。

“快”的过程，其实就是“化蝶”的
过程。“快”速接应，必将“化”出广大党
员干部“主人”之“蝶”；“快”速实施，必
将“ 化 ”出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担 当 ”之

“蝶”；“快”速服务，必将“化”出广大党
员干部“作风”之“蝶”；“快”速立标杆、
树典范，必将“化”出广大党员干部“头
雁”之“蝶”；“快”速成为主阵地、主战
场，必将“化”出广大党员干部“使命”
之“蝶”；“快”速长远谋划、经典演绎，
必将“化”出广大党员干部“责任”之

“蝶”；“快”速实现民之盼民之向，必将
“化”出广大党员干部“为民”之“蝶”。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之路，前
景光明道路艰辛。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既要“破茧”，又要“化蝶”。实现

“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弘扬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精神品
格。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过五关斩六

将的勇气，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
益固化藩篱，敢啃硬骨头，敢蹚“地雷
阵”，向顽瘴痼疾开刀，把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一步步推进下去；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弘扬团结
奋斗、依靠群众的鲜明品格。要坚持
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主
体作用，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
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总
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群众工作
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时刻把群众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准确把握群众所
思、所盼、所忧、所急，让生态发展成果
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弘扬务实重干、勇
于担当的攻坚品格。世界上没有坐享
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当前，
崇明生态岛建设进入“破茧化蝶期”。
越是在大事难事面前越要坚定信心，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干。

生态硬“茧”已破，生态彩“蝶”已
化。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早日绘就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宏伟蓝图，向世
人展示一幅前无古人的生态发展美丽
画卷。

生存环境日益改善 鸟和人的“安全距离”在缩短

安全距离更短了
本报讯 日前，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帝王蟹分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
开。长兴岛渔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徐
非文任帝王蟹行业协会首届会长。

帝王蟹生长于寒冷的深海水域，
因其肉质硕大肥美，深受消费者喜
爱。近年来，我国帝王蟹消费市场取
得飞速发展，仅 2018 年，进口量就突
破 1 万吨。与此同时，帝王蟹产业的
高速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协会
的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帝王蟹产业国
内外资源，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
展，分享协作，携手共赢，共同推动中
国帝王蟹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揭晓了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帝王蟹分会会标，并审议通
过了《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帝王
蟹分会工作细则》、《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帝王蟹分会产业自律公约》。

本报讯 为推进黄杨产业发展，传
承黄杨技艺与文化，日前，港沿镇举办
主题为“携手共植黄杨树，结对互育园
艺人”活动暨黄杨兴趣班开班仪式。

港沿镇园艺村是远近闻名的“瓜
子黄杨之乡”，近年来，为了做大做强
黄杨特色产业，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港沿镇以全新的种植经营理念、优
质的品牌文化和良好的服务方式，努
力打造一张全新的黄杨名片，通过组
建协会、注册微信公众号、组建专家团
队、制定培训计划、打造交易平台和编
制手册，多渠道融合资源推进黄杨产
业发展。

为传承黄杨技艺与文化，港沿镇
还以合兴中学为试点开设黄杨种植兴
趣班，真正做到传承黄杨文化和技艺
从娃娃抓起。

当天活动现场，上海植物园盆景
技师、中国盆景高级艺术师赵伟向大
家普及黄杨盆景种植知识并演示指导
种植和造型技艺。大家一大一小两两
搭配，分工协作。随后，参与活动人员
还来到户外种植黄杨，以“大手牵小
手”的形式，在每一棵黄杨树上留下实
名认领爱心卡片。

携手共植黄杨树
传承技艺与文化

全国首个帝王蟹
行业协会成立

崇明生态岛建设进入“破茧化蝶期”
□ 特约评论员 李尧新

本报讯 3月 12日，2019年上海崇
明食品安全协会会员大会召开，总结
2018 年度工作，部署 2019 年协会工
作。

会议汇报了 2018 年度财务决算，
选举增补了协会新会员，授予民福养
老院、庙镇小学、合兴小学等“绿色餐
厅”标牌。

会议指出，崇明食品安全协会要
在崇明区科协、区市场监管局和区民
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增强对于食品
安全工作的认识，按照《食品安全法》、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及《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推进崇明地区餐
饮业、连锁超市业食品安全制度化，规
范化建设，加强行业管理，努力提高食
品安全水平，为即将到来的花博会做
好准备。

加强行业管理
保障食品安全
2019年上海崇明食品安全协会
会员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