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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机场”

鸟儿的迁徙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冒
险。撞伤、打架、遇到自然灾害天气……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都会导致鸟
儿受伤掉队。

受伤鸟儿的救助是从年初贯穿到年
尾的工作。对东营人来说，和鸟相处再正
常不过。群众一旦发现受伤的鸟儿，就会
打电话给救助中心，李建和同事们赶去
救助，将受伤严重的送往宠物医院，伤情
不重的就自己处理，经过护理，他们再将
恢复健康的鸟儿放飞自然。那些不再具
备野外生存条件的鸟儿，就在黄河口生
态旅游区安家。

李建的手机相册里，有他救助过的
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只呆头呆脑的猫头
鹰，腿受伤了，养伤时吃胖了一圈，放飞
时头也没回；一只灰雁，气性特别大，一
开始绝食，后来发现它在没人的时候偷
偷吃食。

工作了十几年，李建也没能认全这
里的鸟儿。“感觉每年都会有新品种增
加，这些年生态越来越好，来这里的鸟也
越来越多了。”李建回忆，黄河三角洲的
生态环境，并非一直都生机盎然。30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多年泥沙淤积
导致水面面积减小，植被和生境单一，湿
地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与珍稀濒
危鸟类一样，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也是
这个保护区的保护主体。

土壤含盐量达17‰的盐碱滩，一度
被列为绿化“禁区”。为了让盐碱的土地
重现生机，东营与中国科学院等30余家
国家级科研机构合作，成立8家野外监
测和科研教学平台，建设黄河三角洲
生态监测中心，联合开展湿地修复模
式、外来有害物种防治等科研攻关，形
成了20余项可复制推广的科研成果。
实施退耕还湿、退养还滩7 . 25万亩，累
计修复湿地28 . 2万亩。鸟儿是生态变
好的最好见证者。数据显示，黄河三角
洲的鸟类已由1992年的187种增加到
现在的371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
护鸟类分别有25种、65种。从去年3月
至今，还首次发现火烈鸟、白鹈鹕、勺嘴
鹬在这里栖息。

为了保护这些鸟儿，黄河三角洲先
后颁布实施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条例》《东营市湿地保护条
例》《东营市海岸带保护条例》，编制实施
了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规划、黄河
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规划，开创了全国
自然保护区详规编制先河。

“小雪”的故事

在被救助的鸟儿中，天鹅“小雪”是
最为独特的一只。

小雪是李建从冰封的河道里救出来
的。从形态特征判断，它是只亚成鸟，体
形比成鸟要小，羽毛还是灰色。

“天鹅小时候是灰色的，长大了才慢
慢变成白色。”李建说，小雪当时不到一

岁，只能算是一只幼年天鹅。根据对这一
物种的既往研究，它很大可能是来自黑
龙江、新疆或者更遥远的某一处湿地，天
鹅的繁殖地非常广阔，健美有力的翅膀
给了它们长途跋涉的能力。

迁徙途中，自身的脂肪往往不能支
持天鹅家族到达目的地——— 环境优良、
水草丰美的“加油站”就成了半路重要的
停歇地。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黄河三
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天鹅迁飞
途中最重要的停歇地。这个位于黄河
最末端的保护区，总面积15 . 3万公顷，
拥有我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
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更难得的是，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这里的食物都足够丰
盛，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不止一种候
鸟在此落脚。

可以预见的是，小雪的第一次远足
并不顺利——— 当时是12月的一个冬日，
有人发现它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结了冰碴
的河道里。按照习性，它迁徙时以小家族
为单位，大概率会在10月下旬至11月初
到达长江流域的越冬地。根据时间推算，
小雪被发现时，可能已经落单了相当长
一段时间。

“浑身都是伤，脖子和翅膀上的伤最
厉害。”接到群众电话后，李建和同事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救助，此时的小雪已经
基本不会动弹挣扎。为了照顾小雪养伤，
李建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宿舍。最开始，
伤重的小雪已经基本无法反抗人类的
接触。养护了一个月左右，逐渐恢复力
气的小雪不再啄人，而是任由李建给
自己清洗和换药，一人一鸟，就这样渐
渐建立了联系。三个月后，小雪的伤已
经好了，但因为翅膀受伤严重，已经再
也不能飞起来了——— 原本光滑呈圆弧
状的左翅从中间折断，失去了再次飞上
天的可能性。

李建决定收养这只不能回归队伍的
天 鹅 ，让 它 在黄河 口 生 态 旅 游 区 安
家——— 起名那天，正好是2007年冬天的
第一场小雪。李建想，“丑小鸭”健康长大
吧，长大就能有一身白色像雪的羽毛。

雪，是节气，也是愿望。小雪的名字，
就这样定了。正如李建所愿，小雪在黄河
口生态旅游区健康、平安地长大了。在这
个过程中，它跟李建也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李建说，从小雪身上，他感受到了鸟
儿的灵性，“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份
工作特别有意义。”

和谐共生

和鸟儿相处的时间久了，李建对鸟
儿们的了解不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

“习性”，而是每一只鸟儿都有它的性格。
在李建看来，丹顶鹤爱干净，喂食的

小鱼掉了，还会叼起来在水里“洗洗”再
吃，但如此“优雅”的丹顶鹤，脾气可不
小，“夫妻”能共处一室，如果是“两家
鹤”，那肯定会打起来；蓑羽鹤是高飞冠
军，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但是胆子小，
因此必须得大家一起住；鸿雁是鸟类中
任劳任怨的“劳模”，鸟类迁徙的雁阵中
经常作为头雁；还有赤麻鸭，性格很温
吞，一般不打架，因此可以住在最边上的
鸟舍……

现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里养殖和救
助的“常住民”有20多种，100多只，几乎
每一只，李建都能摸清它们的脾气。“它
们之间也常会打架，我们也常得过来‘劝
架’，有时候打得狠了，就要重新给它们
分鸟舍。”李建指着两只单独鸟舍的丹顶
鹤，“这对夫妻感情挺好，但是脾气不好
只能住单间。除了它们俩，跟谁都能打起
来，我们饲养员低头喂食的时候，都会被
它们啄一口。”

目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生活着野生动物1630种、植物685
种，鸟类371种（2019年以来新增加3种）。
38种鸟类数量超过全球总量的1%，成为
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
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大越冬地、
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

即便是黄河三角洲已经成为各种珍
稀鸟类的栖息地，李建还是觉得，小雪永
远是鸟儿中最独特、最珍贵的那一只。

“感觉就跟我的女儿一样。”李建说，自
己精心给小雪挑了一只漂亮的大天
鹅，作为小雪的“夫婿”，“希望它们能
一起有后代，继续快乐生活在黄河三角
洲的湿地上。”

文/片 记者 郭春雨

让老人们老当益壮

西红柿炒鸡蛋、西葫芦肉
片、清蒸鱼……一顿热气腾腾的
午餐，暖了老人的胃，也暖了老
人的心。

“现在已经有64位老人了，
去年总书记来的时候是40多位
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信任
我们，开始在餐厅吃饭。”日间照
料中心负责人王祝娥说，在老年
餐厅用餐的老人，多数都是五保
户或者脱贫享受政策户等。平时
在家冷冷清清，而在日间照料中
心，不仅能吃饭，更重要的是邻
里乡亲们能聚在一起聊天。“大
家在一起聊天、下棋，卫生室就在
附近，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不舒
服，医生很快就过来了。”今年67
岁的刘大娘告诉记者，“年纪大了
能一起说说话就很好。”

日间照料中心每月的12日
是“生日纪念日”，给当月过生日
的老人过集体生日，大家一起吃
蛋糕、唱生日歌。

王祝娥还成立了“益壮服务
队”，参加服务队的老人都积极参
加公益活动，维护社区的治安、卫
生，为其他不方便行动的老人提
供志愿者服务。“就是让老人们老
有所为、老当益壮。”王祝娥说。

黄河滩区的新房子

实际上，暖心一元餐的背后
折射出老有所养的大命题。在黄
河滩区，房子曾经是困扰几代人
的大问题。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也在
黄淮大地上割开一道伤疤。黄河
流入东营后进入了一段长达30公
里的“窄胡同”，遇有洪峰和凌汛
极易决口，真是险之又险。庄稼被
淹、房子冲毁、多次搬家，是大多
数滩区村民习以为常的经历。

和黄河的斗争世世代代从
未停止。1971年9月，国家批准建
设黄河南展宽工程，在临黄堤外
修建南展堤，中间的蓄滞洪区就
是南展区。为了保护房屋，1979
年，南展区的乡亲们筑起了避水
房台，将房子搬迁到了房台上。

所谓房台，不过是加高了的
房子的地基，一座座房子形似一
座座孤岛。为了保护房子，乡亲们
用玉米秸、高粱秆等围在房屋四
周，抹上泥，希望能加固墙体。但当洪水没
过土台时一切都无济于事。“三年攒钱、三
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房子建了塌，
塌了建，日子始终苦哈哈。

“屋都是土坯房，一下雨村里路上全是
泥，就没法走了。”胡玉德老人回忆，村里都
是一家人跟牲口挤在一起住，“太遭罪了。”
老人清楚地记得，全村老少被泛滥的黄河
水追赶，努力了几十年，黄河水患依然在身
边，村里的房台一天比一天高。

住房问题，成为滩区百姓面临的最大
难题。“我们家一共四间房，我爷爷奶奶一
间，我们一家四口挤一间，剩下两间一间
放粮食杂物，还有一间养了两头毛驴。吃

饭时都得现从睡觉的地方隔出
一块地儿放桌子。”今年36岁的
李兆庆还清楚地记得搬迁前的
情况，当时房台的房基和地面
落差大，坑坑洼洼，出门就像跳
坑，下雨泥泞不堪。村里没有自
来水，几个村子共用一口水井，
平时喝水要用扁担挑。

“我13岁时去挑水，水桶太
沉，井边太滑掉了进去，幸亏被
救了上来。”李兆庆告诉记者，
2016年，黄河南展区滩区旧村台
改造提升工程启动，搬迁到楼房
的同时村子统一规划，硬化了巷
道，铺了排污管道，装了路灯，暖
气管道通进了家家户户……

记者了解到，搬迁前，原11
个房台村村民在黄河南展区避
水房台上居住了30多年。作为
原蓄滞洪区居民迁建安置社
区，杨庙社区总投资5 . 6亿元，
2016年底全部搬迁入住，现有
居民1535户4792人。

社区按照面积大小设计了
7种户型，满足群众的不同需
求，为了让乡亲们住得舒心，小
区里还专门设置了一南一北两
个大仓库，专门用于放置农机。

家门口就能乐业

滩区百姓迁建，不仅安居，
还要乐业。

在杨庙社区的金岸草编工
艺加工专业合作社，30多位工
人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编织。
柔软的编绳在他们手里不停穿
梭，一个草编书架很快就有了
雏形。这些工人几乎都是女性，
年纪也基本都过了50岁。在家
门口就能上班，对他们来说不
仅多了一份收入，还能让日子
过得更加充实。

安居就要乐业，合作社是
由杨庙社区党总支牵头领办的，
11个村共同出资，主要从事屏风
来料手工编织，村民们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挣钱。在社区党总支的
带领下，各村陆续成立了6个专
业合作社。“这个活儿不用打卡，
也不用在班上，可以拿回家编
织。”一名工人告诉记者，大部
分妇女都是拿料回家加工，也
方便照顾孩子。“一个书架能挣
12元手工费，俩小时就能编一
个。”54岁的刘女士说，在合作
社上班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家近
且自由，完全按件计酬，自己一
个月大约能挣到1500元。

对于现在的日子，大家伙儿都挺满
意。“搬了新房子，有暖气、有自来水，日子
过得很好。”一名村民给记者看她的珍珠
项链和玉手镯，说道，“这都是孩子给买
的。孩子孝顺，我来这里干活就是不想闲
着，还能跟大家伙儿一起聊聊天。”

老有所养，少有所依。在青少年之家，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游戏，社区建设的图书
室面向所有孩子开放；在为民服务中心，专
业物业公司里有保洁、保安、维修队……社
区居民的问题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办好”。

曾经安居难、娶亲难、致富难、出行
难、上学难的黄河滩区人，终于在黄河边
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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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营市垦利
区董集镇杨庙社区，
最热闹的地方就是
日间照料中心。在这
里的老年餐厅，社区
脱贫享受政策户老
人每天仅需花一元
钱，就可享受一顿一
荤一素的美味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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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上打响科技会战

“以前这里都是一片盐碱地，别说粮食
了，就连草也不长。”李瑞田回忆改良之前
的盐碱地，“下了雨，太阳一晒，这里白茫茫
的一片都是泛上来的盐碱。”

作为黄河三角洲农高区试验田的管理
员，52岁的李瑞田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春
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
半年粮。”李瑞田口中蹦出的这句民谚，道
出了盐碱地上的农民之难。由于土壤含盐
量高，除碱蓬等少数耐盐碱植物外，几乎寸
草不生。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入海口携带泥沙
在渤海凹陷处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由此，
其中心城市东营市在诞生之初便面临着一
个世界性难题——— 盐碱地治理。测量显示，
东营市盐碱地面积341 . 8万亩，占全省盐
碱地面积的38%，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
最大、利用难度最大的三角洲型盐碱地之
一。这其中，盐碱耕地面积196万亩，占东营
市耕地面积的59%。盐碱地被称为土地的

“绝症”，重度盐碱地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
如何唤醒沉睡的盐碱地？盐碱地既是

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潜力巨大的
后备资源。如何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
这篇“大文章”，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

2015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黄
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这是
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从诞生之初，这块总面积350平方公里
的土地就成为“希望的田野”：盐碱土壤面
积达43 . 97万亩，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土
壤盐分含量从1‰至10‰自西向东梯次分
布，覆盖了轻度、中度和重度3种盐碱地类
型，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也是探索荒
碱地治理新技术的天然试验场。

正因为盐碱地的类型极为全面，因此
“国字号”农高区肩负破解特殊难题的使

命——— 盐碱地综合利用。
一场科技会战在黄河口悄然打响……
东营市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向进驻示
范区的科研院所提供试验田和必要的科研
条件，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的科研团队纷至沓来。“管道节水降盐新模
式”破解土地的盐碱化、应用微生物菌剂改
良土壤的推广、实施精准施肥技术，开展农
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推行种植制度改革，增
加植被涵养生态……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育种的选择
上，黄三角农高区正在探索由传统的田间筛
选和杂交育种，向分子设计育种转变。近年
来，各个育种团队在农高区搜集保存了耐盐
种质资源1 . 8万份，筛选评价了育种材料
6000余份，初步选育出37个新品系，示范推
广9 . 2万亩，亩增效益15%-20%。1 . 28万亩
的盐碱地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上，相继种
上了黑小麦、藜麦、大豆等耐盐碱粮食作物
和苜蓿、燕麦等耐盐碱牧草。多条腿走路，黄
三角农高区走出了一条盐碱地生态高效农
业发展的路子，昔日的“不毛之地”变为现在
的“希望之地”。

又是一个丰收年

对于黄三角农高区里的所有农人来说，
2021年10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正在东营市考察的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农技人员介绍了示范区育种思路的转
变———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植物，到选育耐盐

碱植物适应盐碱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
就像发展旱作农业，不是治理旱地，而是要
推广适宜的耐旱植物品种。”

“总书记在豆田里俯身弯腰摘下几个豆
荚，用手捻开仔细端详，然后将一颗豆子放
进嘴里咬了一下。”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综
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罗守玉回忆当
时的情景。

深秋的农高区，在黄三角广袤的原野中
像一块斑斓的画布。苜蓿、藜麦、绿肥作物、
大豆都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考察中，总书记
沿着大田一一走过，他仔细了解，不时询问
作物特性、品质、产量、效益。“总书记对耐盐
作物管理非常关心，也非常了解。藜麦是一
种新作物，总书记能准确说出它的一些特
性。”罗守玉回忆说。

如今，在黄三角农高区，果实累累的豆
田，正阡陌相连，如燎原之势。

更深层次的意义，就藏在这丰收的豆田
背后：虽然我国大豆产量持续上升，但由于
需求量日益增长，供应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仍需大量进口，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大
豆进口国。提高单产和扩大种植面积，是弥
补我国大豆缺口的主要解决途径。

有专家估计，我国有近5 . 5亿亩盐碱
地，如果一方面实现现有耕地大豆单产翻
番，另一方面增加1亿亩边际土地来种植大
豆，实现盐碱地大豆亩产130公斤的水平，那
么我国就有望实现40%-50%的大豆自给
率。耐盐碱大豆新品系的出现，为深耕盐碱
地、充裕大粮仓提供了核心要素。

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离不开高层次科
研团队的支撑。聚焦耐盐粮油、耐盐牧草、耐
盐中草药等耐盐优质作物，黄三角农高区吸
引了一大批国内耐盐作物育种专家团队开
展育种工作，建设了育种平台和耐盐碱富硒
高产大豆、耐盐水稻、优质耐盐苜蓿、优质饲
草甜高粱、盐地藜麦等9个盐碱地良种繁育
示范基地。

今年，不仅大豆喜获丰收，盐碱地上的
其他作物也都结出了累累硕果：黑小麦亩产
900斤、藜麦亩产380斤……随着一系列土壤
改良技术推广应用，昔日“十年九不收”的盐
碱地逐渐展露新颜。

大豆亩产445斤
盐碱地上丰收忙

这片曾经极为贫瘠的土地如今成高产粮仓

“鸟类国际机场”里
听371种鸟的声音

水清岸绿，黄河三角洲成为鸟类迁徙重要驿站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再传丰收
喜报！

近日，在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
高区的大豆试验田里，经过专家测
产，今年大豆平均亩产445斤。

黄河三角洲的农人们，知道产
量背后的价值：这是盐碱地上种出
来的粮食！这片曾经极为贫瘠的土
地，如今已经成为高产的粮仓。

深秋是黄河三角洲最美的季
节。成群结队的白鹭扑啦啦地从芦
苇荡飞起，在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
印上一串影子；苇荡深处的湖泊里，
一群野鸭子追逐嬉戏；岸边的电线
杆上，两只东方白鹳筑起了温暖的
鸟巢。

作为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
自然植被区，黄河三角洲是鸟类迁
徙的重要驿站，被国内外鸟类专家
形象地称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
这个时候，都是李建最为忙碌的时
候。候鸟迁徙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危险，作为黄河口的护鸟人，
李建的工作之一，就是救助受伤的
候鸟并且放归自然。

九曲黄河十八弯，东奔入海润齐鲁。2021年10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黄河原蓄滞洪区
居民迁建社区等，实地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2021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懈奋斗。

为讲好黄河故事，展现山东在“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事业中的有力作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大大河之洲》特别报
道，记录大河哺育下的齐鲁大地续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

编
者
按

生态篇

丰收篇

民生篇

李建和他的“女儿”小雪。

黄黄河河三三角角洲洲的的盐盐碱碱地地上上结结出出了了累累累累硕硕果果。。

科研人员在进行试验。

老老人人们们成成立立了了志志愿愿者者队队伍伍，，老老有有所所为为。。

东东营营市市垦垦利利区区境境内内黄黄河河两两岸岸。。（（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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