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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丰富多彩的，山川、丘
陵、平原、森林、湖泊、海洋……它们都在地球这
个大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这
个大生态系统中，湿地、森林和海洋被称为“地球
三大生态系统”——湿地是地球之肾，森林是地
球之肺，海洋是地球之心。这三大生态系统对
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和地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可
持续利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湿地对地球的作用犹如肾对人体的作用一

样，特别表现在它的排毒、除污和净化功能。湿
地生态系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食物、原
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
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
降解污染、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控
制土壤侵蚀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阳光、空气和水是万物生长不可或缺的三
要素。水是生命之源，地球上有三大生态系统：
湿地、森林、海洋。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森林
被称为“地球之肺”，海洋被称为“地球之心”。

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
之间的过渡地带。湿地生态系统是湿地植物、

栖息于湿地的动物、微生物及其环境构成的统一
体。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多种独特功能，如保护生物
多样性、调节径流、改善水质、调节小气候，以及提
供食物和工业原料。除此之外，湿地还是人们观光
及休闲、摄影爱好者拍摄鸟类的天堂。

我国湿地面积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 10%，
8.04亿亩，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我国湿
地地理分布主要有8个区域：东北湿地，杭州湾北
滨海湿地，杭州湾南沿海湿地，云贵高原湿地，蒙
新干旱、半干旱湿地，青藏高原高寒湿地，长江中
下湿地和黄河中下游湿地；长江、黄河和澜沧江
的三江源地区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世界上江河
最多的地区，湿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千米，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湿地区，也是世界上高
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

我国拥有多种湿地类型，从沿海到内陆，从平
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几乎涉及国际《湿地
公约》中所有的湿地类型。我国湿地类型划分主
要依据景观、资源，并始终贯穿着水的空间分布。
湿地分类涉及生物，特别是植物，如红树林群落、
芦苇、水葫芦以及眼子叶等植被类型。从自然与

人工角度，我国湿地可划分为以下类型：
1.自然湿地

(1)河流湿地：固定河流湿地(河流水域、泛滥
湿地、三角洲湿地);间隙河流湿地(季节干涸河流
湿地、游弋河道湿地)。

(2)湖泊湿地:固定湖泊湿地(淡水湖湿地);季
节性湖泊湿地(间隙淡水湖湿地);盐湖湿地(固定/
季节性盐湖湿地内陆);固定的沼泽湿地(淡水池和
沼泽、泥炭沼泽、高山/冰原湿地、木本沼泽湿地);
季节性湿地(淡水温泉/绿洲、季节性淡水沼泽);地
热湿地(地热湿地)。
(3)海洋湿地:浅海湿地(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

沿海湿地(泥滩湿地、红树林三角洲、沙滩湿地、砾石
滩湿地、砾崖湿地、陡崖湿地);珊瑚礁滩湿地(礁滩湿
地、礁崖湿地);盐湖湿地(盐沼湿地、潟湖湿地)。

2.人工湿地

(1)农业湿地:水田湿地、农家池塘、水池、季节
性湿地耕田。(2)水培湿地:淡水水培湿地、虾池、
海岸海产品饲养地。

(3)盐业开发:盐湖、盐池，水库、堰塞湖(橡胶
坝)、人工运河、水渠、污水处理场所。

散文是种不易写好的体裁，它的“形散神聚”，直抒胸
臆，似乎都让它容易流于浅显直白而少出大家。然而要
写出特性情味，一波三折，让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者，姜
桦《滩涂地》谓一景。

本书分为两辑：滩涂地与大河边。作者开宗明义“献
给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滩涂湿地与范公堤修筑1000周年”，
但读完整个集子，我不得不说，这也是诗人献给故乡的一
首首动人的诗篇。姜桦生活在盐城，从小吹着盐城的风长
大，他是盐的儿子。而一粒盐的儿子，将自己的一腔深情，
付之于这本散文集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盐城大地。他在
一粒盐上，精雕细琢着自己的故乡，一花一草，一鸟一石，从少年之轻快步履，到中
年之感慨苍凉，沿着故乡的土地缓缓走过去，每一步无不浸透着深切的情思。

姜桦经由一粒盐，用心雕琢着故乡风物，从一片历史悠久的滩涂地出发，写着他
的野鹿荡，祖宗树，子孙海，写着他的如梦往事，追忆着曾经；在他的滩涂地上，有着
成群成群的野鸭，麋鹿，鹤影翔集，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洋槐花、蒲公英、狗尾草和野
蔷薇；鸟儿在天空翱翔，鱼儿在海里游泳，而他在叙述中，情不自禁地长出了翅膀，长
出了鱼鳍鸟翼，成为它们的一员，在故乡的大地上活成了另一个自由自在的自我。
姜桦以他从容大气的书写，有条不紊的文学逻辑，为我们梳理了一座城的过去、现
在、将来。
如何把散文写得生动感人，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作者势必要动心用情，先打动自

己，再打动读者。姜桦的散文之美，一在语言，二在情味。这两者如同两翼，让他的
散文质地浑厚质朴，而又灵动俏美，文风于大气磅礴之余，又不失细腻精微的描述。

一座盐城的过去与现在，乃至于未来，在姜桦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回顾、
描摹与展现。姜桦生活在盐城——细细回望，故乡的源头乃出自一粒盐，在这本
散文集中，他实际是在精雕细刻着自己的乡音，乡思，乡情，乡愁，无论是千古名
相范仲淹，还是吕夷简，无论是词才绝代的晏殊，还是那些乡贤名人，在姜桦笔
下，都得到了妥妥的安置。一篇文章的功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尽心尽力交代了自
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他已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一粒盐中精雕细琢着故乡。在这个呕心沥血的雕琢过程中，姜桦把自己的身
体骨血乃至于灵魂，都细细地一笔一画地融入其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散文集着
实消耗了他大量的心血，这也让每一个能够阅读到这本散文集的读者倍感幸运。

人类文明诞生以来,自然生态系统与
城市生态系统不断融合发展，城市化过程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伴
随着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
“生态建设”已成为中国国家宏观层面的发
展战略。湿地作为地球生态系统及生态建
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及的专业理论
体系及技术操作方法复杂而庞大，兼具生
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设计美学等多学
科、跨专业的特性。

生态环境领域相关的书籍多偏向于生态学和湿地学等，针对
艺术学领域的艺术设计专业，以环境设计专业为出发点的生态湿
地景观类书籍较少。因此，编著生态景观设计策略的书籍，并有计
划地引导学生学习生态湿地系统的基础体系尤为重要，可提升环
境设计专业可持续性生态设计教学水平，以及为环境设计复合应
用型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基础。

本书为2020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成果，针对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生态湿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而展
开，总结了编者多年来在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与生态景观设计中的从
业经验，适用于具备环境设计基础的学生、景观设计从业者、生态建
设工作者等。本书关注生态环境建设，在理论学习中提出“生态设
计”的相关问题，在实践项目中给出解决方式、方法，追寻生态景观设
计的可持续价值，深入挖掘生态湿地景观设计的发展与建设可能性。

本书内容着眼于生态湿地的基础理论,包括湿地的起源、湿地
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湿地的定义、湿地的分类、湿地的功能、湿
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深化，结合不同区域的生
态湿地景观建设情况来阐述湿地的保护、生态修复技术操作以及
各国家、城市对生态湿地的管理。以理论、现状研究为基础，为广
大学者构建生态湿地景观营造理论实践知识体系，继而为广大设
计学者和生态景观建设者提供思路策略，为湿地环境保护和开发
建设建言献策。

在过去20年，我国的湿地保护工作发展得
非常好。当前，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
ronment Facility，GEF）中国湿地保护体系规划
型项目的实施也为我国湿地保护事业增添了
一笔新的业绩。我希望该项目的实施能够促
成我国湿地保护和湿地科学发展迈上一个新
台阶，并对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示
范作用。在我看来，该项目在湿地保护体系建
设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一是总结分享了国内外关于湿地保护体
系建设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实
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该项目在实施中实
践并推广了很多有益的国内外经验，为给国家
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示范应用了湿地修复与保护的技术
及模式，涉及湿地的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合理
利用、栖息地管理、科普宣教和社区参与等方
面，获得了很好的经验，为湿地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在促进湿地保护体系建设中取得了显

著成效，体现了湿地保护与管理的系统性。该项
目对如何扩大湿地保护的面积，如何提升湿地保
护与管理的有效性，如何完善湿地保护体系，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实践。

针对未来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发展，我认为应
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在湿地保护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顶
层设计。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尚缺乏顶层设计，当
前，国家所有的保护地都是采用“自下而上”的申
报方式。今后，我们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对全国
的湿地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全国“一盘棋”，把资
源和资金优先用于亟待保护的保护地建设上。

二是加强对保护地建设的科学指导。这实际
上是延续上述第一项重点工作的观点，目前湿地概
念的泛化要引起注意。所谓的湿地是一个生态系
统。湿地要素包括水、湿地土壤、植被，这三个要素

凑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湿地生态系统，而这个生
态系统具有它特殊的功能。水当然是基本要素，但
不能因为有水就说是湿地。一定要把生态系统整
体性概念引进到湿地保护和建设的总体设计中来，
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希望大家
都能够回归到一个比较客观的科学概念，来开展湿
地保护和湿地建设。

三是进一步加强科普教育，引导公众参与，这
是我们体系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动
公众力量，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来
科学地推动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实现湿地及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我欣喜地看到，全球环境基金中国湿地保护
体系规划型项目取得的成果为业界同行提供了广
泛而有益的借鉴。我希望在这样一个新起点、新时
代，我们大家携手共进，迎接湿地保护的美好明天。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

家委员会主任

湿地作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长期
以来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常
被称为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摇篮。因其
具有多种生态功能，孕育着丰富的自然资
源，又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肾”、物种储存库、
生物基因库、气候调节器等。20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加，湿
地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湿地面积
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功能退化现象
凸显，并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京津冀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综合实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受全球气候变化、人类
活动频繁、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京津冀地
区的湿地面积萎缩、斑块破碎化、土场盐渍
化、水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问题日
渐突出。近年来，通过建设湿地自然保护
区、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实施湿地保护
与恢复工程，改善局部生态系统，提升生态
功能，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应。

本书是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 项 目编号:
CAFYBB2017ZA007、CAFYBB2021MB003)
的主要成果之一，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
研究所承担完成。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完成
京津冀地区湿地类型遥感信息提取的基础
上，开展了湿地植被野外调查、样品采集、物
种及其生境图片拍摄、物种鉴定等工作，对
调查数据和研究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
析，编著成书。

本书主要整理收录了北京、天津、河北地
区的湿地常见植物，共记录49科97属105种，
以草本为主，包括部分灌木。每种植物都配有
一至数张彩色图片，包括叶。花、果实、生境等，
并标注了每个物种的参考资料。本书图文并
茂、直观易懂，除了为非植物学专业的科技工
作者在野外调查中提供参考外，也可为京津冀
地区植被类型汇总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为我
国北部平原地区湿地植物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以及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和恢复提供参考。
书中植物照片均由编著者拍摄。

京津冀区域内自然湿地及人工湿地资
源均很丰富，主要分布在河北的沿海、坝上
地区，北京的北部、西部山区及天津。其中，
北京历史上湿地资源丰富，类型较多，素有
“海淀”“温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
说。据调查统计，北京市的湿地约5.87万公
顷，占全市总面积的3.6%，其中，天然湿地主
要由河流湿地、少量沼泽湿地、淡水泉湿地
组成，人工湿地主要由水库、输水渠和池塘
以及城市河湖组成。天津位于渤海之滨，地
处“九河下梢”，坑塘星罗、洼淀棋布、河流纵
横、水库和湖泊遍及，天津湿地面积24.8万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20.9%。河北湿地总
面积94.19万公顷，湿地率为5.02%，其中，天
然湿地 69.46 万公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73.74%，人工湿地24.73万公顷，占湿地总面
积的26.26%。城市的起源与形成、繁荣与发

展、文明与进步无不与湿地有着紧密联系。
丰富的湿地资源为许多动植物物种的

生命循环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从而
湿地被称为生物物种的“天然储存库”和“物
种基因库”。京津冀地区复杂多样的地形、
气候、土壤等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湿地生物
多样性。其中，北京地区湿地高等植物共
626种(含变种、变型)，隶属于116科351属，
约占全市植物种类的1/3；湿地及其附近鸟
类276种，占北京鸟类的72%，其中，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鸟类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
类38种。天津湿地有湿地植物400余种，野
生动物600余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物有黑鹳、丹顶鹤、白鹤、白头
鹤、遗鸥、大鸨、白额雁、灰鹤、白枕鹤、天鹅、
鸳鸯等珍贵鸟类。因此，湿地又有“植物资
源库”“鸟的乐园”“动物的天堂”“生物超市”
等美誉。

然而，随着快速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迅
猛发展，湿地生态环境面临较大威胁。1980-
2015 年，京津冀地区湿地总面积减少了
2695.05 平方千米，较 1980 年末减少了
20.08%，尤以水田、滩涂、沼泽减少较多，主要
集中在京津冀环渤海地区、西北部坝上地区、
中部平原地区，在天津和唐山南部的滨海地
区、张家口的西北部坝上及西部地区均出现
了湿地大片集中消失的现象，导致动植物生
境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近年来，
随着湿地保护政策的推进和落实，湿地保护
和恢复工作稳步开展，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
化的趋势得到遏制，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任务依然艰巨。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发展最
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人口和产业密集区。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承受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更多压
力，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重点任务。在新时期城
市化发展中，要让“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一步提高
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呵护生态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家
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滨海湿地景观生态修复》，李相逸著，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惧怕自然、征服自然、
“战胜”自然，再到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阶
段。“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
自然的关系史”。

我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决策的层面，足以见其重
要性。如何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并
保证物种的多样性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研
究的热点问题。

鸟类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较为敏感，且在湿
地生态系统内处于生物链的顶端。其丰富度
和分布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栖息
生境的健康程度，同时能够间接反映其他物种
的丰富度，因此本书中尝试以鸟类作为主要指
示物种，从景观生态学与景观规划的角度对湿
地生态修复进行理论和应用层面的探索，以营
建多种适宜鸟类生存的栖息环境为手段，达到
提高物种多样性及湿地生态修复的目的。

书中选择了天津大黄堡湿地、北大港湿
地自然保护区及官港森林公园为参考场地，
七里海古潟湖湿地为验证场地，调查分析了
每处场地中不同栖息生境内的鸟类丰富度
情况及相关环境因子。根据环境因子对鸟
类丰富度的影响，结合鸟类对生境环境的偏
好，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或营造策略。湿地生
态修复是动态、漫长且需要不断完善的过
程，因此还应该将修复后的监测与管理纳入
其中，不断调整修复策略，真正发挥生态修
复的作用。

我国湿地保护工作成果与今后重点
谢宜珍

推荐理由：本书内容来源于全球环境基金（GEF）“增强湿地保护地子系统管理有效性，保护具有

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项目部分技术成果，是在总结项目经验和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产品，包括

GEF中国湿地保护体系规划型项目及成效、湿地保护体系评价、湿地资源动态监测与保护地规划、湿

地保护地政策研究、湿地保护技术指南、湿地保护能力建设和保护地管理工具等方面内容。摘自《中国

湿地保护地管

理》，马广仁、刘

国强主编，科学

出版社 2019年

12月出版。

摘自《湿地：地球之肾

生命之舟》，叶思源、谢柳娟、

何磊编著，科学出版社2021

年2月出版。

在一粒盐上雕琢故乡
耿永红

人工湿地的设计建设和管理

《滩涂地：从黄海湿地到范公堤》，姜桦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摘自《人工湿地技术及应用——以黄河流域为

例》，朱蓉、薛博、刘奕杰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2

年2月出版。

《京津冀湿地常见植物》，韦玮、李胜男主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京津冀湿地常见植物

阅延伸 读

推荐理由：本书第一部分为知识篇，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介绍湿地的类型、功能、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科普

知识，包括湿地定义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及学者对定义的理

解与解析，详细地介绍了湿地资源及其功能、湿地的类型

与分类、河口三角洲的形成与湿地演化，以及国内外湿地

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发展趋势；第二部分为实践篇，介绍作

者团队十多年来完成湿地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并提出对

湿地保护、治理和修复的对策、措施与建议。

我国的湿地类型

《天津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常见植物图册》，天津市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院编著，中国环境出版社2020

年9月出版。

天津具有丰富的滨海湿地资
源。滨海湿地以其大量的耐盐植物、
大面积的水面及多样的水生生物，为
许多珍稀和濒危野生动物的迁徙、繁
殖、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北
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天津市滨
海新区的东南部，面积为34887平方
千米，其中核心区11572平方千米、缓
冲区9196平方千米，实验区14119平
方千米，是天津市面积最大的湿地自
然保护区。为更好地对湿地植物资
源进行鉴定与保护，天津市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依托所承担的“十三五”
水专项课题“滨海工业带尾水人工湿
地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编号：
2017ZX07107-004）、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专项课题“天津滨海湿地生态
修复与服务功能提升技术开发与综
合示范”（课题编号：S18YF03001），于
2018-2020年，联合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管理中心，开展了湿地植物调
查。基于本次调查结果，编者整理了
天津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常见
植物名录及照片，以期为北大港湿地
生态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本次调查共识别植物50科、142
属、204种，其中乔、灌、草分别为35
种、11种、158种；自然野生物种159
种、人工种植物种45种（景观绿化与
作物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