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News新闻
２０12．11.20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段理

留住江豚的微笑
4天航行仅发现 7头 数量锐减折射长江流域环境指标恶化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长江曾经是全球仅有的长
期生存着白鳍豚、江豚两种淡水
豚类的两条河流之一，但这份殊
荣已不属于今天的长江。 白鳍豚
在 2007 年被科学界宣告功能性
灭绝，而导致白鳍豚消失的环境
因素，包括密集航运、过度捕捞、
水利设施、水体污染等等。

如今，种种不利因素正在威
胁着长江中的另一种可爱的“精
灵”———江豚。

江豚是隶属于鼠海豚科的
一种小型齿鲸类动物，唯一淡水
亚种，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长
江江豚将重蹈白鳍豚的灭绝覆
辙。“生物链逐步被破坏，最终受
害的将是人类自己。 保护江豚，
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
自己。 ”一位淡水豚类保护者说。

日前，一场大规模的长江干
流淡水豚科学考察活动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政府部门、民间
环保 NGO、国际组织、志愿者们
参与其中，再一次吹响了保护淡
水豚的集结号。

一次集结

11 月 11 日，在湖北武汉，继
1997 和 2006 年两次淡水豚类科
考后，我国长江淡水豚类科学考
察史上最大规模的科考活动

“2012 长江干流淡水豚类考察”
正式启动。 由农业部牵头，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
称“中科院水生所”）、世界自然
基金会（以下简称“WWF”）和沿
航相关渔政管理部门、研究机构
共同组成科考队，分别对湖南洞
庭湖、江西鄱阳湖、长江干流域
及沿江相关渔政部门、淡水豚类
保护区进行考察。

科考将全面评估江豚的种
群数量、分布特征、受胁因素，确
定江豚热点分布区的变化情况，
并提出对现有保护区保护范围、
功能区划调整以及可能新建保
护区的操作方案。

考察计划安排分为前、后两
阶段。 前一阶段 10 月 24 日至 30
日期间对湖南洞庭湖和江西鄱
阳湖及部分支流考察，后一阶段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20 日对宜昌
至上海的长江中下游干流等长
江江豚主要分布区的变化情况
进行考察。

科考队共使用 2 艘由宜昌
渔政和武汉渔政提供的科考船，
以 15km/h 速度一南一北保持
300 米左右航距行驶， 利用目测
和声测两种方式探测， 并要求 2
船各自独立测量作业保证数据
准确客观。 采用目视和声学两种
方法，前者为截线抽样法，后者
为拖曳式微型声学数据记录仪
阵列法。 在考察沿途，采用水下
声呐估算鱼类密度。 考察途中，
每 100 公里或邻近城镇水域，分
别采集水样。

时文静是中科院水生所豚
类专业的研究生， 船上有近 40
名志愿者，她是其中 2 名女队员

之一，要和男队员们一样打地铺
睡船舱、 每天工作时间近 10 小
时，辛苦可想而知。 但是第一次
登船科考，时文静还是掩饰不住
内心对于此次行动的热情和兴
奋，“我们和男队员一样干活，没
有偷懒。 ”时文静说。

多次考察

11 月 15 日，是 2012 长江干
流淡水豚类考察船停靠的第一
站湖北石首站， 科考队队长、中
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对《公
益时报》记者说，从 11 月 11 日
从武汉中科院水生所码头出发
到 15 日停靠石首站，“经过 4 天
观察仅在 13 日发现了 7 头江
豚，且均是在当天上午，主要是
通过目视望远镜观察到的。 这次
江豚科考相比 2006 年在监测范
围上基本一样，但测试设备技术
水平先进不少，不仅有国际常用
的目测监测外，还增加了鱼探仪
和噪声监测仪。 ”

早在 1997 年和 2006 年，中
科院水生所先后两次启动长江淡
水豚类科考计划，其中 2006 年考
察结果为白鳍豚功能型灭绝，长
江江豚也仅有 1800头左右。

“时隔 6 年之后，我国科学
家再次启动大规模江豚科考，不
但要清点江豚的数量，还要透过
长江江豚的生存现状了解长江
生态的变化。 ”2012 长江江豚科
考队副指挥长兼考察技术组组
长、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王丁博士对媒体表示。

目前，科考队前一阶段两湖
（洞庭湖、鄱阳湖）考察工作已经
结束，结果也已公布，从科考数
据来看情况不太乐观。 洞庭湖江
豚已经从 2006 年 150 多头锐减
至 90 头，洞庭湖南、西两面没有
发现江豚，各个支流除了湘江屈
原农场至鲶鱼口水域有少量分
布外，也没有发现江豚。 江西鄱
阳湖江豚种群数量约为 450 头。

据悉，2012 长江干流淡水豚
科考计划将于 12 月 20 日全部
结束，届时将会公布长江江豚最
新数量和生存状况。

数量锐减

人类活动能力日益增强，对
于生态破坏也越发严重，在有些
地方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
使江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张新
强在基金会从事豚类研究多年，
有着丰富的豚类保护经验，在此
次考察中他担任独立观察员。
“短期来看， 长江江豚的灭绝可
能不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明显的
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物种消
失的连锁反应已经在长江凸显。
白鳍豚在短短几十年内消失，江
豚有可能在 15 年内消失， 还有
更多的水生生物正在消失。 这一
切都表明长江生态系统正在遭
受重创， 食物链已严重退化，淡
水渔业资源也将岌岌可危，长江
或将成为一条没有生命和灵性
的河流。 ”张新强对《公益时报》
记者说。

淡水豚正以每年 5%~10%的
速度锐减。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警
醒和通信的数字。 张新强分析原
因时说：“江豚的生存环境正在
逐年恶化：人类酷捕滥捞经常误
杀江豚， 并且导致江豚食物匮
乏；长江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
水质的逐渐恶化，对江豚和鱼类
资源构成严重威胁； 繁忙的水上
交通使得江豚的生活空间越来越
小，中断了江豚种群的基因交换；
船只的水下马达声影响江豚的超
声波定位的准确性， 经常将江豚
打死打伤； 沿江修建的水利设施
都对江豚的回声定位系统和繁殖
有不利影响。 日益严重和无序的
沙石采伐、 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
气候事件与上述威胁形成叠加效
应，构成了对江豚新的威胁。 ”

按照科考队对媒体发布的科
考日程计划，科考队将于 12 月 2
号经停江苏镇江省级江豚保护
区，那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江苏镇江省级江豚保护区
局长高成洪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江苏镇江江豚保护区是
长江中下游沿岸江豚省级重点
保护区， 自 2006 年观测以来保
护区江豚总体数量是下降的，
2007 年定点观察时，最多观测到
13 头，最少观测到 7 头，近几年
保护区内有 4 头江豚相继死亡，
船舶螺旋桨、航行船只噪声影响
江豚判断方向冲上岸边搁浅是
死亡主要原因，2010 年中科院水
生所对保护区进行全面科考，考
察结果保护区内江豚数量约为
20 头左右。 ”

截止 11 月 19 日， 考察队在
武汉至宜昌段约 630 公里、历时
9 天的航程中， 通过目测观测到
长江江豚共有 10 头次， 声学组
检测到江豚 3 头次。

保护行动

作为此次 2012 长江干流淡
水豚科考项目参与方之一， 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长期致力于
长江淡水豚的保护和研究，2002
年以来陆续开展了长江豚类保护
网络建设、 天鹅洲保护区迁地保
护示范、洞庭湖就地保护示范。

2008 年 9 月，“WWF” 与农
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

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IHB）正式成立了长江豚类保护
网络，主要用于制定长江豚类监
测救护标准、培训监测纪录专员
以准确获得长江豚类种群和栖
息地动态信息。

“这使得 NGO、科研院所、长
江中下游与豚类保护的所有保护
区及各省渔业管理行政部门都参
与其中为长江豚类保护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为长江豚类的保护搭建
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WWF一位
从事豚类研究的工作人员说。

长江天鹅洲保护区是迁地
的示范保护区，位于湖北省石首
市境内，1992 年晋升为国家级，
是长江几个迁地中白鳍豚及生
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之一。

天鹅洲迁地保护区副主任
胡良慧对说：“从 90 年代初期开
始， 保护区内最初有 5 条江豚，
在保护区精心照料下，目前该区
已有 35~40 头江豚，经过近 20 年
发展，保护区内江豚在数量和质
量上都有显著提升，江豚现在还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样呈下
降趋势发展下去，国家应该立即
将江豚升级为一级保护动物。 ”

迁地保护区的建立使得原
先周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生活
成了问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
保护区周边随意捕捞鱼虾，

李庆华曾经是天鹅洲白鳍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渔民，
常年在此以捕鱼为生， 用李庆华
自己的话说“没有一技之长，不捕
鱼没法活”，由于此地像李庆华一
样的捕鱼户过多， 每年这些捕鱼
户除了通过打捞鱼虾获得丰厚利
润外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较为
严重， 更不利于天鹅洲白鳍豚国
家级保护区的发展。

WWF 与当地政府、 中科院
水生所强调通过发展当地替代产
业为像李庆华这样的捕鱼户进行
技术升级， 使他们脱离原先以捕
鱼为生的生活， 并另寻水域传授
渔民水产养殖技术， 帮助其改善
原有捕鱼习惯， 从而减少对长江
生态环境破坏， 当地渔民逐渐适
应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历时近 40 天的长江干流淡
水豚科考活动，还只是保护江豚
行动乃至于保护整个生态环境
的一小步，前方道路依旧漫长。

� � 国内外鲸豚类专家一致认为，鄱阳湖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对该
物种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且随着长江干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鄱阳湖
可能成为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 � 在温州市灵昆岛附近的瓯江上，环保 NGO“绿眼睛”的志愿者将
江豚放归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