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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濕地，地球的寶藏庫之一

濕地是生命之源。濕地、森林、
海洋並稱為世界三大生態系統，濕地
擁有巨大的儲水功能，它能把地表部
分的水轉化成淺層地下水，形成蓄水
層，能為周圍地區供水、維持水位，
它能為地球 20%已知物種提供了生存
環境，包括人類。因此，濕地是地球
的“天然水庫”“天然物種庫”。
目前，濕地在全球覆蓋面積大約
占 6%，我國濕地面積占世界濕地面
積 10%，約 66 萬平方千米，位居亞洲
第一位，世界第四位，僅次於加拿大
、俄羅斯和美國。關於濕地的記載，
我國古代《禮記· 王制篇》中把水草
所聚之處稱為“沮澤”、“沮洳”、
“斥澤”或“下濕地”，過去，我們
多數用“沼澤”稱之，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我國才重新認識“濕地”，
把沼澤歸為濕地的一種，並認真科學
地研究它。

氣候、河流、大地的結晶
三江平原，位於黑龍江省的東北
部，完達山以北的松花江、黑龍江和
烏蘇里江沖積形成的低平原和完達山
以南烏蘇里江及其支流與興凱湖形成
的沖積湖平原，總面積 1089 萬平方千
米，是我國的內陸淡水沼澤濕地分佈
區，全球少見的淡水沼澤濕地之一。
什麼是沼澤濕地？《國際濕地公約》
把濕地劃分為 5 大類，近海與海岸濕
地、河流濕地、湖泊濕地、沼澤濕地
、人工濕地。沼澤濕地是濕地的一種
，屬於天然濕地。
三江平原是新華夏構造體系第二
隆起帶北端的一個拗陷帶，在大地構
造上屬同江內陸斷陷。三江平原地勢
低平，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平均海拔
50～60 米。沼澤濕地一般形成于在溫
濕和冷濕氣候，平坦、負地貌，地表
過濕、或有薄層積水的環境。而三江
平原濕地屬低沖積平原沼澤濕地，處
於溫帶濕潤、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
區域，氣溫年差較大，全年平均氣溫
1.4℃～4.3℃，雨量充沛，平均降水
量 500～650 毫米，降雨集中在 6～10
月，使沼生及濕生植物大規模發育，
生長茂密，排水不暢，造成水體蒸發
和水分下滲困難，同時，這裡地形微
伏，河流縱橫，泡澤遍佈，地表徑流
滯緩，內水不能外排，這些都有利於
沼澤濕地的形成。

從內到外，豐富資源說不完
濕地如一塊天然海綿，能減緩水

流的速度，能排除和沉澱毒素和雜質
，淨化水體系統。平靜且優質的淡水
沼澤濕地環境，是野生動物的快樂天
堂，許多瀕危的鳥類、遷徙的候鳥以
及眾多野生動物都喜歡在這種環境下
棲息和繁殖。這裡哺乳動物 12 科 37
種、鳥類 40 科 168 種、兩栖類 4 科 5
種、爬行類 3 科 5 種、魚類 17 科 77 種
、昆蟲 41 科 126 種，國家級珍稀瀕危
物種約 100 種，有東方白鸛、中華秋
沙鴨、丹頂鶴、金雕、白尾海雕、玉
帶海雕等。
優質的水體系統，長期積水的環
境，能促進濕地植物高度、莖粗、密
度的生長，植物特別高大茂盛。這裡
植物種類超 1000 種，約占東北植物種
類的 1/3，其中小葉樟被當地人成為
“羊草”，估算年產有 1300 萬噸，可
供 140 萬隻牛羊吃一年。這裡的蘆葦
，每平方米有 120 株，高有 2.5～3 米
，粗 0.5～0.8 釐米，貯量約有 40 萬噸
，是造紙的好材料。
三江平原濕地屬於環型濕地，由
中心向外緣，地勢由低到，水分由多
漸少，溫度由低到高，這樣帶來了土
壤分佈的變化，由泥炭土向沼澤土和
白漿土過渡。這裡主要有黑土、白漿
土、草甸土、沼澤土等，三江平原素
有“中國黑土濕地之王”之稱。黑土
是由強烈的腐殖質累積和滯水瀦積過
程形成，養分含量豐富，肥力水準高
，非常適合植物生長的土壤。白漿土
質地粘重，滲透性差，孔隙度小，堅
實無結構，形成不透水層，可防治水
土流失。草甸土有機質含量較高，腐
殖質層較厚，土壤糰粒結構較好，水
分較充分。沼澤土是地表長期積水、
生長喜濕性植被條件下形成的土壤，
土體上部含大量有機質或泥炭，泥碳
則是由死亡的植物在潮濕和通氣困難
的條件下，經厭氧細菌分解，轉化成
一種不容易分解、不易礦質化的有機
化合物複雜體，是優質的燃料、肥料
、建築材料。
水資源、動植物、土資源……隨
著人類不斷探索，發現濕地蘊藏著如
此巨大的生物生產力，自此把濕地當
作“寶藏”，開墾耕田，養殖培育。

建立自然保護區，守護地球
之“腎”
人們發現濕地這塊“寶藏”後，
由於初期認知不足，曾有一段時間過
度墾荒、污染環境，破壞了這片寧靜
的土地，使濕地逐年退化消失，物種

漸漸減少，全球氣候受影響，人們意
識到，保護珍惜濕地不僅是地區的事
情，更是關乎全球生態系統平衡的大
事。濕地作為“地球之腎”，人失去
了腎，將無法排毒，新陳代謝出現問
題，而地球若失去了腎，就會造成土
壤污染，生態迴圈混亂，從而植物減
少，植食性動物因覓食越來越困難而
逐漸減少，肉食性動物也會隨之而減
少，甚至某食物鏈斷裂，導致某些物
種滅絕。
不僅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國因濕
地退化消失而嘗試努力彌補，大量濕
地恢復工程啟動，美國曾花費了數百
萬美金經費嘗試全面恢復當地的濕地
，但均以失敗告終，大量的人力財力
投入，收效甚微。失去的濕地，想要
恢復昔日原貌和功能，談何容易，連
科學家也無計可施，科學有它的局限
性，後來科學家調整策略，以生態恢
復為主，保護現存的天然濕地，同時
建造人工濕地。隨著專案工程獲得重
大突破，水文系統、生物多樣化、土
壤等得到有效恢復，全球濕地保護行
動陸續展開。
1992 年中國加入《濕地公約》，
致力重視濕地保護與恢復。截至 2020
年 9 月，我國境內已有 64 處濕地列入
《國際重要濕地名錄》。目前，三江
平原已建成 6 個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
區，其中 5 個被列入了《國際重要濕
地名錄》，分別是三江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興凱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洪
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七星河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珍寶島濕地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

用鬼斧神工之技，打造的奇
妙世界
地處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流的三
角地帶的三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
積大，土壤肥沃、濕地植被茂盛。保
護區內有高等植物近 500 種，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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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白琵鷺之鄉”的七星河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三江平原腹地
，低河漫灘，是“候鳥天堂”，保護
區內生物物種豐富，自然植被以蘆葦
沼澤和小葉章、苔草沼澤為主，清澈
的水質和豐富的植被吸引了丹頂鶴、
白琵鷺等不少珍稀鳥類的到來，這裡
常能看到百鳥歸巢的壯觀景象。
入選“中國森林氧吧”的珍寶島
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三江平原

濕地是個奇妙的世界，蘊藏大量
豐富的大自然“寶藏”，也是生命的
搖籃，孕育了無數的生命。隨著社會
的發展，我們無可避免地向濕地“借
”資源，因此，我們需要在利用和保
護之間尋找平衡點，懂得保護珍惜，
使之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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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蠔油

“中國東方白鸛之鄉”的洪河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三江平原腹地
，自然條件獨特，沼澤、草甸、島狀
林構成了三江平原 3 個一級景觀，區
內河流皆為沼澤性河流。保護區在 28
年內，人工搭建 289 個珍稀瀕危鳥類
東方白鸛人工巢，繁育了 1752 只東方
白鸛，幼鳥離開繁殖巢後，會停留
37～52 天，然後向中俄界江黑龍江、
烏蘇里江等流域擴散，之後再輾轉南
遷。去年 11 月，這裡出現大批東方白
鸛遷徙景象。

由於濕地對大氣有淨化作用，且
大量的農作物和濕地植物生長，三江
平原濕地的空氣品質非常潔淨清新。
如果夏天翱翔在三江平原濕地的空中
，會看到一片青蔥蓬勃生機的景象，
一望無際連綿起伏的綠色小山丘，烏
拉苔草、灰脈苔草、鼓囊苔草、毛果
苔草連成一片，微風略過，如綠色的
海洋一浪接一浪地湧動，河流在當中
縱橫交錯，這裡是大自然的鐵畫銀鉤
、鬼斧神工之作，河道或曲或直，猶
如龍飛鳳舞的筆跡，蒼勁有力，靈活
多變，在一望無際的綠色草甸叢中肆
意揮灑。大面積漂筏苔草漂浮於河流
之上，還有睡蓮安穩地躺在平靜的河
水上悄然綻放，河邊青翠茂密的蘆葦
、小葉樟、水蔥守衛在這裡，鴛鴦、
雁鴨在水中嬉戲，馬鹿、梅花鹿、雪
兔在草地上奔跑，鳥兒成群結隊在空
中盤旋打鬧。到了秋天，大批候鳥向
南飛，然後這裡會進入長達 7～8 個月
凍結期，河水結冰，有的動物進入冬
眠狀態休養生息，熱鬧褪去，靜謐到
來，沼澤濕地被冰雪覆蓋，大地被雪
花隱去了斑斕的色彩，純淨清透，皚
皚白雪茫茫無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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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國東北部的中俄邊境地區
的興凱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三江
平原濕地中一塊具有代表性和獨特性
的濕地，這裡森林生態系統、沼澤生
態系統、水生生態系統共存，物種多
樣性十分豐富，幾乎容納了三江平原
的所有重要物種，這裡有興凱湖、小
興凱湖、湖崗林帶、蘆葦蕩等多處獨
特的自然風光，還有白棱河橋、新開
流遺址、王震將軍墓、洩洪閘、中俄
貿易口岸等人文景觀，而核心區則是
貉和麝鼠的野生種源地。

沼澤濕地集中分佈地區，大面積的淡
水濕地集中連片，是亞洲北部水禽南
遷的必經之地，是東北亞地區野生水
禽繁殖中心，這裡可以登上觀光塔眺
望濕地波瀾壯闊的美麗風光，也可以
悠閒漫步烏蘇里江，江水波光粼粼，
島嶼星羅棋佈，水禽飛鳥在此嬉戲。
烏蘇里江是中俄界江，俄羅斯風光盡
收眼底，江水純淨、無污染，盛產
“三花五羅”等名貴淡水魚，以及大
馬哈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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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二級保護野生植物有野大豆、黃鳳
梨、水曲柳。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
動物有丹頂鶴、東方白鸛、黑鸛、中
華秋沙鴨、虎頭海雕、玉帶海雕、白
尾海雕、金雕、東北虎、紫貂、梅花
鹿等 12 種；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
有棕熊、黑熊、猞猁、水獺、雪兔、
馬鹿、駝鹿、白額雁、大天鵝、鴛鴦
等 41 種。

為您廚房準備的半加侖裝蠔油
萬字半加侖裝紅標蠔油，以新鮮蠔油汁為原料，味道濃郁，品質優良，是您期待的
正宗風味之蠔油。本產品美國製造，價格合理，設計貼心。容器瓶口大且附有易握把
手，讓您使用更方便。直接打開瓶蓋即可使用。用後請清潔瓶口，並蓋上瓶蓋，儲存
於冰箱內，所佔空間很少。（半加侖裝蠔油重5磅）
今天就來試用萬字紅標蠔油，炒出新鮮美味中餐。

請致電洽詢經銷商:

吉祥食品批發 Tel: 314-426-3440
1550 Page Industrial Court, Overland, MO 63132
www.kikkomanusa.com

盡 情 享 受 絕 對 可 信 任 之 萬 字 牌 高 品 質 產 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