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

作为一个旅行者，如果你没来过双鸭山，那
么你的黑龙江之旅将注定留有遗憾；如果你不
了解双鸭山，你就不了解大东北。

这座“北国明珠之城”，因山而名，因煤而
兴，更因大界江而秀，因大湿地而美，因大粮仓
而沃，因大森林而盛。双鸭山现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个。安邦河、七星
河、雁窝岛、千鸟湖、挠力河、珍宝岛等湿地，从
西到东连片绵延 300多公里，是全国原始性、生
物多样性保护最好的沼泽湿地，是中国黑土湿
地核心区。双鸭山全年空气清新，饶河县是全
国首批命名 9个“天然氧吧”之一。作为传统的
煤炭资源城市，双鸭山依托资源优势，转型发展
起了煤炭、电力、钢铁、粮食、旅游、新材料“六大
主导产业”。

这是一座真正的绿色生态之城，拥有中国
最大的沼泽湿地群——三江平原湿地群，森林
覆盖率达40%，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
湿地生态保护示范市”和我省唯一的“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享有“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
城”的美誉，实现了由单一的矿区城市向综合性
现代化的宜居宜业宜游城市转变。

在2021年6月17日黑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双鸭山
专场发布会上，双鸭山市委书记邵国强关于“多
彩双鸭山”的精彩描述，感染了无数的观众和网
民：“走进‘多彩双鸭山’，让你更多情。如果你
走进双鸭山，红色精神会让你工作更激情，绿色

生态会让你生活更怡情，丰富资源会让你创业
更忘情，冰雪旅行会让你游玩得更动情。”

双鸭山所处的三江平原丰饶富庶，是中国
唯一、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原生态的天
然大美，与源远流长的现代文明相交融，使双鸭
山成为绝无仅有的中国黑土湿地之都。

这里，是一片厚重的土地。时光走过，历史
驻留，传承着黑土文化的充盈神韵。

饶河小南山文化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
东部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出土了象征人
类进入文明社会的精美玉器，证明 9000多年前
原始先民们已在这里繁衍生息，神秘古远的民
族风韵在历史长廊中流荡不息。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
寻”，双鸭山是北大荒精神的发祥地，半个多世
纪以来，无数热血儿女来到北大荒，在昔日的亘
古荒原上，将一畦畦黑土翻滚成垄，将一寸寸荒
田变成沃野千里，良田万亩。

这里，是一片多彩的土地。26万公顷的原始
黑土湿地群，是大自然馈赠的“肺叶”，人类天然
的“氧吧”，为世人营造了一处又一处人间仙境。

浩渺澄碧的七星河，看得久了，好像真的星
辰坠入其中，灿烂起一河流光；这片清雅、原生
态的水面，默默孕育着这片大湿地的蓬勃。

丰腴肥美的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三
江平原唯一的大面积芦苇沼泽湿地。芦苇丛轻摇
慢摆，将水香、草香、芦花香送入心脾，手边虽无
酒，也要“三嗅清香当一杯”了；七星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堪称鸟的天堂，这里是“中国白琵鹭之乡”，
除此之外丹顶鹤、东方白鹳、白枕鹤等国家一、二

级濒危物种在这里安家，鸟儿声声鸣唱，染亮了漫
野芦白草绿。来到七星河，洗忧涤虑，悦性怡情，
尽情陶醉于柔美秀润的泽国风光之中。

雁窝岛湿地，单从名字就知道这里有一个
湿地的“日常”：雁来雁往，择地而居，筑巢垒
窝，繁衍生息。作为三江平原的缩影，雁窝岛
湿地是世界目前保存最完整、典型、原始、有
代表性的湿地，是原始沼泽自然风貌的代表。

乘船沿挠力河而下，好风好景都从水面荡
漾到心间上来：雁窝岛湿地仿如一首流动的诗，
一阕清媚的词，一段悠扬的曲，每一字都是澄净
的，每一句都是婉丽的，每一声都是悠远的，让
人不忍用喧哗去搅动它的娴静，只想在这幅碧
波万顷的水墨丹青中，做一枚饱览美景的静静
的印章。

千鸟湖湿地是三江平原上一座世界级的多
样性湿地生物宝库，在这里，季节的更迭是由候
鸟完成的：每年的三、四月份，春意被大批赶来
的候鸟衔到千鸟湖湿地，它们用一啁一啾、一啼
一鸣，在萋萋莽莽的草海中拼出一个生机盎然
的春天。十月，从西伯利亚迁移来的候鸟再次
涌入千鸟湖湿地，金色的晚秋也随之栖息在这
里，当数十万只候鸟大军相继南去时，冬天已开
始用飘雪来贮藏千鸟湖湿地的回忆。

沿两公里长的水上木栈道，信步深入千鸟
湖湿地腹地，听一听叶叶交织的私语，观一观淙
潺不息的河水，赏一赏欢悦翩跹的飞鸟，同时还
有蛙鸣蝉喧这些大自然的笙管笛箫在伴奏着，
在这方水质舞台上，尽情释放亲近自然生态的
火热情怀。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

在乌苏里江畔，有一座充满魅力的边城
——饶河，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颂赫哲族
圣山的歌曲《大顶子山高又高》，以及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科书
的《乌苏里船歌》，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流经双鸭山的乌苏里江，这条中国最纯净
的江河，用一江碧水，滋养着一方黑土、两岸风
光，在中俄边境线上，铺展开极具异域风情的画
卷：在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片丰腴渚地上，
大自然持斑斓画笔，着色苍林翠木、青芦白荻，
挥洒出锦江绣岸的隽永韵致，再添几笔淡墨青
岚，再加几行锦帆渔舟，再多几声鸥鸟鸣喧，令
游在画中的人，步移景异，有自然之趣；天人合
一，有浑然之意。

我国六小民族之一的赫哲族，祖祖辈辈依
乌苏里江而居，是我国最早看见太阳的民
族。最早照进心里的阳光，也会最灿烂地洋
溢到笑容中，在饶河四排赫哲乡这个全国仅
有的三个赫哲族聚居地之一，笑容就是淳朴
热情的赫哲同胞欢迎四方客人的礼仪：“塔
拉哈”的美味款待着尊敬的朋友；“伊玛堪”
的歌声洗去远客的行尘；“鹿神舞”的欢快牵
起民族的和谐；赫哲族人的传统和幸福，都
在被朝阳般的笑容传递着……

双鸭山，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你可以
用一千种方式去了解它，但你记住它的方式只
会是一种——走进它。

“长居双鸭山，不愿做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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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湿地资源十分丰富，湿地总面积达12.4万公顷，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5%，已建湿地自然保护区5处，其中国
家级2处，省级3处。有着较高的典型性、稀有性、多样性和自
然性，是三江平原经四十余年开发后保留下来的原始、典型、
齐全的内陆湿地。它不仅有保存完整的区域生态系统，而且
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繁殖的理想场所。

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构成了生态系
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植物资源属长白植物区系，主要分布
的植物有 606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9种，包括野大豆、刺五
加、黄蓍、黄檗、胡桃楸、水曲柳、莲、紫椴和乌苏里狐尾藻。
分布最多、最广的有芦苇、苔草、大叶章、小叶章、蒲草和野大
豆，其中野大豆、胡桃楸等6种珍稀濒危物种为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野生动物资源有 381种，国家一级 13种，有东北虎、貂
熊、紫貂、梅花鹿等。二级49种，有黑熊、棕熊、水獭、猞猁、雪
兔、马鹿。鸟类251种，国家一级9种，有黑鹳、东方白鹳、玉带
海雕、金雕、白鹤、丹顶鹤等。二级43种，有白琵鹭、大天鹅 、
小天鹅、白额雁、鸳鸯、秃鹫、白枕鹤、灰鹤等。鱼类有黑龙江
茴鱼、哲罗鱼、细鳞鱼、黑斑狗鱼、黑龙江泥鳅、鲶、黄颡鱼江
鳕、黑龙江杜父鱼等56种。

双鸭山市域内有大小河流 60多条，分为两大水系：一是
安邦河、二道河子和马蹄河，属松花江水系，安邦河发源于十
二道坝南山西麓，流经市区西部，经集贤、过桦川县汇入松花
江；二是七星河、扁石河、横道河和挠力河，在保安屯扁石河、
七星河、横道河汇合后由西向东与挠力河合流，经宝清、饶河
县汇入乌苏里江，属乌苏里江水系，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双
鸭山大湿地。双鸭山实行了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科学划分和
界定湿地边界。依据黑龙江省湿地名录，落实县、区政府湿
地管理责任。为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出台了《双
鸭山市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全市湿地
划分为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3
处。市林业和草原局依据全省湿地名录，在市政府网发布双
鸭山市湿地名录，湿地名录中明确了湿地名称、类型、保护级
别、保护范围、主管部门等事项。

按照发布的双鸭山市湿地名录，确定各县（区）湿地面
积，明确湿地面积管控目标，逐级分解落实湿地斑块管护责
任，定期开展湿地保有量、湿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状况评价，
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湿地生态质量不下降，全市湿地生态
状况良好。

双鸭山针对各保护区围湿、垦湿、违法捕鱼、违法放牧等
各种违法行为，不断健全完善保护区执法规章制度、工作人
员值班制度，强化落实了保护区内执法重点区域和重点人
员，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巡护及实行全封闭管理。

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进行恢复和重建，能够确
认责任主体的，由其自行开展湿地修复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
行修复。同时，依据双鸭山市湿地名录，对湿地被违法侵占
情况进行认真排查，不存在湿地被侵占情况。

今年受疫情影响，双鸭山市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贯彻落实，改
变以往的传统宣传方式，将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线上宣传，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电子宣传画册、
抖音平台等媒介和载体宣传湿地保护，利用“2.2”世界湿地
日、“4.22世界地球日”“6.10”黑龙江省湿地日及湿地保护宣
传月大力开展宣传。

地处三江平原腹地，七星河中下游，总面积20000公顷。2011年被确定为国际
重要湿地、中国白琵鹭之乡。自然保护区地貌类型为低河漫滩，地貌特征为“两草一
水七分苇”，地势平坦低洼，泡沼星罗棋布，湿地内生物物种丰富，自然植被以芦苇沼
泽和小叶章、苔草沼泽为主，保护动物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是三江平原地区保存
完好的原始湿地之一。

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双鸭山市宝清
县梨树林场区域内，境内
群峰竞秀，林海茫茫，降
雪丰富，积雪最深可达 1

米以上，年积雪期 130 天。
是中国东北部地区第一个

融合极限运动、户外休闲、旅
游度假、餐饮聚会为一体的综
合性户外运动公园及国际户外
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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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农机博览园

位于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农场场部西侧，占地35万平方米，始建于2009
年，总投资9400万元。园区分为农业机械博览园、现代农业科技园、北大荒精神
教育园、生态森林植物园、青少年教育科普园，全方位全视角展示从北大荒开发
建设所使用过的第一代农机具到如今世界最前沿的现代化农机，见证了中国农
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引领着中国农业机械现代化前进的方向。

宝清东升湿地景区位于大、
小挠力河交汇处。素有“东大荒”
之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
到饭锅里”是对这里的真实写照。

东升湿地更是以草青水秀、
芦苇深幽、百鸟翔聚、水乡泽国著
称，是典型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
被列为完达山区国家森林公园重
要景区。

宝清东升湿地

饶河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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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双鸭山
市摄影家协会提供

坐落于双鸭山市集贤县，是全国首批“国家湿地公园”、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环保科普基地、“黑龙江最值得去的
100个地方”之一，是一个集生态旅游、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
体的旅游园区，也是集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为一体的独具北
方河流湿地特色的湿地型自然风景旅游区。景区内有丰富的
自然景观，沼泽、草甸连片，是黑龙江省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圣
洁

摇
篮
山
滑
雪
场

①雁窝岛。 资料片
②承平湖公园。 张仁才摄
③四方台区紫云岭。 资料片
④七星峰。 资料片
⑤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河景观带。 资料片
⑥饶河湿地。 资料片
⑦千鸟湖湿地。 资料片
⑧挹娄文化风情园。 资料片
⑨多彩挠力河。 徐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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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任志勇）黑龙
江东部湿地资源独特，原
始静谧，广袤悠远，山水林
甸相间，远离城市喧嚣，尽
享自然之美。第三届龙江
东部湿地旅游联盟推进会
议 16 日起在双鸭山市举
行。大会旨在践行“旅游
强省”发展战略，贯彻落实
第四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精神，推动龙江东部
湿地旅游联盟工作向纵深
发展。

会议由黑龙江省委宣
传部、黑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双鸭山市委市政府
主办，宝清县委县政府承
办。本届会议的活动主题
是“大美黑龙江·多彩双鸭
山”。

大会期间，将组织开
展旅游项目推介、重点旅
游项目景点参观、联盟吸
纳新成员（鹤岗市、七台
河市）仪式、联盟会旗交
接、旅游推介演出等活
动，并将邀请与会人员深
入双鸭山市重点旅游推介
项目——圣洁摇篮山景区
（AAA）、七星河湿地生态
旅游区（AAA）等景区和旅
游线路，饱览独特的湿地
风光，感悟北大荒精神、东
北抗联精神等。

龙江东部湿地旅游联
盟紧扣“共商、共享、共建、
共赢”这一主题，科学整合
域内的兴凯湖、珍宝岛、东
方红、七星河、三江、洪河
六个国际重要湿地和挠力
河湿地，发挥龙江东部湿
地旅游资源集群优势，推
动形成区域一体化大旅游
格局，依托区位相邻、人文
相融、市企相依、交通相连
的良好基础，把湿地优势
发掘出来、优质资源整合
起来、精品线路串联起来、
核心品牌打造出来。

据悉，龙江东部湿地
旅游联盟由鸡西市人民政
府牵头于2019年成立，成
员包括鸡西市、佳木斯市、
双鸭山市、省林业和草原
局、省农垦集团、省森工集
团 、省 旅 游 投 资 集 团 。
2019年 7月15日，在鸡西
市举行了首届龙江东部湿
地旅游联盟大会，七家联
盟成员单位负责人共同签
署了《龙江东部湿地旅游
联盟合作框架协议》。联
盟采取轮值制，每年由轮
值方牵头组织发起各项工
作，各方共同配合参与开
展活动。

第三届龙江东部湿地旅游联盟
推进会议16日在双鸭山盛装启幕

大顶子山原名伊
克堆累山，赫哲语意
为老牛顶子，四季云
雾缭绕。

风车呼啸，山下
朦胧虚幻，眼前云雾
飘浮，峰峦起伏。登
阁远望，轩榭石径，
清幽静谧，时间仿佛
停 止 ，丢 掉 一 切 烦
恼，纵情于边城的山
水之间。

大顶子山森林公园

③③

⑥⑥

⑦⑦

雁窝岛湿地是全国保存最
完整、最具代表性和原始性的沼
泽性湿地。雁窝岛核心区面积
119.2平方公里，容纳了从低等到
高等植物 500 余种，兽科 25 种，
鸟类18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有丹顶鹤、白枕鹤等，国家
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大天鹅、白
额雁等。鱼类共 25 种。2002 年
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0
年被评为黑龙江省100个最值得
去的地方，2012 年获得“全国十
大亲水美景”称号。2013年雁窝
岛旅游景区晋升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16 年获得黑龙
江省十大最美湿地称号。

雁窝岛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