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期 ( 总8期 )

会员野鸟摄影欣赏

【会员声音】

观鸟十年了，
说一说我的感受
暗绿绣眼鸟-游牧民

澳洲灰雁-脚步

白颈噪鹛- ckt1234

自从2002年不经意见一脚踏进观鸟的大门，便没有停止，也再没有更多
的精力去顾及其他的爱好了。有朋友问，只做这一件事，不觉得单调吗？思来
想去，鸟类的世界太丰富，因其衍生的其他自然知识更加缤纷，真正是看也看
不尽，学也学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投入的精力越多，越体会到其中的
妙不可言，也更加想深入探究其奥妙。这里简单说一说我的感受，与大家分
享。
白腹鹞-天涯游侠

草鸮-自由人

大鵟-麦茬

鸟类世界：其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缩影。这种自然界的美是其
他类型美的源泉，发现这种美的过程是一种纯净快乐的感受。
观鸟的活动：让人容易体会到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更加尊重生命、热爱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修身养性，带来身体的健康与活力，也带来内心的平
静与包容。
追逐鸟种：观鸟与环境保护都需要喜新而不厌旧，有利于保持积极、乐

叉尾太阳鸟-黄丰秋色

叉尾太阳鸟-希音居士

叉尾太阳鸟- jimmy69608

观、包容的态度。得时收获“1”，不得时收获“0”，“1”与“0”都收获
着内心的快乐与安宁。
鸟类摄影：不仅带来视觉上美的感受，激发热爱自然的潜在意识，同时
也从各个层面记录了鸟类与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人为干
扰，才能更真实地展示它们的原生状态、原生美。
观鸟观自然：观鸟初期可能是被鸟类色彩、姿态、鸣唱、特殊行为等因
素所吸引。随着鸟类知识的积累，便会更加关注其分布范围、食物来源、天

大斑啄木鸟-雪莲花

灰头鵐- passerby-b

纯蓝仙翁- malaiyun

敌、繁殖、迁徙，与植被、水源等因素的依存关系。同时，土壤的污染、栖息
地的减少以及生物链上其他因子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便走入视线。这种对环境的
关注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看似休闲娱乐中发生的观鸟行为中引发更深层
的思考。
为保护环境而努力：观赏不同区域不同科属的鸟类，对我们更加深入了
解它们与不同环境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有很大帮助。从初期的快乐，随着对环
境变化的思考，可能会逐渐感觉心情日益沉重。及时调整心态很重要，不灰心

花彩雀莺-无忧

黑胸鸫-水煮鱼

红耳鹎-洪湖菜鸟

不抱怨，尽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强求。不急不躁，保持积极心态，及时享
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乐趣。同时，积蓄自己的知识，理性思考，等待发挥作用
的机会，坚持不懈。

董江天
红眼莺雀-庭草

黑脸琵鹭－信天羽

东方白鹳－南生围

春节回乡观鸟记
【文：海阔天空】
观鸟十年了，说一说我的感受 /董江天

春节回乡观鸟记 /海阔天空
P03-16

（经统计，我今年春节回湖南老家新增鸟种有6个：

甘肃青海观鸟行记 /翔云

班胸钩嘴鹛、红头穗鹛、黄眉柳莺、白颊噪鹛、矛纹草

高原的海湛蓝的湖 /无忧

鹛、斑姬啄木鸟。）

一心二用吴哥行 /翔云、小菜鸟
P17-31

我的澳洲自驾观鸟行 /BLUESTAR、脚步
远方的精彩 /庭草/游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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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68

2012斑头雁守护行动日记（连载一） /麦茬
P32-49

春节我是开车从深圳回湖南的。临近回家时，每天的新闻都

院子里的鸟 /青冈
新邻居 /青冈
走进雨和雾 /零蛋
救救福田红树林！救救黑脸琵鹭吧！

彩二、三

会员野鸟摄影欣赏选登

彩一

会员野鸟摄影专题欣赏 /摄影:JERRY

彩四

会员野鸟摄影专题欣赏 /摄影:POWERDRIVE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树林路广东内伶仃福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楼102室。
邮编：518040
电话：0755-83713418/13798355583
Email：admin@szbird.org.cn
Http://www.szbird.org.cn
会员俱乐部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景苑大厦A座22楼2204房

是报道京珠高速严重塞车，而且马上天气变得更加恶劣，可能就要下
雪，京珠高速在广东和湖南交界的一段路面会结冰，那么一旦塞住，就不知要在路上困多久了。为
了避免塞车，我们决定不走京珠高速，而是绕行广西回湖南。半夜从深圳出发，到达阳朔时天才刚
亮，我提议做短暂停留，作为一个观鸟爱好者，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简直太可惜了，到达一个新地
方鸟种有很大的区别，我迫不及待地下车，也顾不得天气寒冷。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我见到的鸟
种有：灰眶雀鹛、红头穗鹛、领雀嘴鹎、斑胸钩嘴鹛、黄眉柳莺等。红头穗鹛、斑胸钩嘴鹛、黄眉
柳莺都是我的新种，没想到一下子就是3个新种，把我乐坏了。因急着赶路我们没敢多停留，在老公
不断摧促下我不得不上车继续赶路。
今年回长沙天气不好，大年三十就下起了小雪，我趁到宁乡洃汤过年的机会观了一会鸟，家人

P50-58

2012年鸟会动态

在宾馆休息，我独自在周边寻找鸟的踪迹，还跑出宾馆到田埂边去守候，收获不大，只有见到：金

2012年捐赠记录

翅雀、北红尾鸲、小鹀、棕头鸦雀、红头穗鹛、斑鸠、山斑鸠、小PT、乌鸫等。

2012-2013观鸟季公众活动时间表

回长沙后去了烈士公园两次，第一次是在下午4点多钟才到达公园，天气还不错，虽然寒冷，可
P59-61

阳光明媚。一去到公园就见到了黄腹山雀，站在离我大约2米不到的枯树枝上，阳光斜照在身上，绝

2012年深圳鸟会鸟种新记录

好的机会，只要能拍到，肯定是OK的照片，我心里一阵欢喜，去年也在这里见到，但没有拍到一张

2012年特别鸟况

漂亮的照片，我赶紧架好相机、按住快门就拍，拍不了，我以为是对焦不准，又重新尝试，还是不
白眼潜鸭等
P62-63

封面：红耳鹎 /摄影：刘立峰 ( JERRY )
封二：会员野鸟摄影专题欣赏 /摄影：JERRY
封三：会员野鸟摄影专题欣赏 /摄影：POWERDRIVE
封底：大山雀 /摄影：马云 ( MALAIYUN )

行，急死我了，再看相机的拍摄距离设制为6.5米以外，我迅速把相机调回，就在我按快门的一刹
那，黄腹山雀呼的一下飞走了，我气得直跺脚。我不肝心就这样离开，在这棵小树边我又等了大约
20分钟，阳光转眼变得暗淡，也不见它飞回来，我才不得不转移阵地。去年在这个公园多亏了杨老
陪同见到棕腹啄木鸟，想再去会一会老朋友，走到湖边的时候，我看有一颗枯树，阳光照耀，心想
去年看到棕腹啄木鸟就是在这样的高树枝上，我举起了双筒望远镜，树上有几只灰喜鹊，还有一只
山斑鸠，突然灰喜鹊惊飞到另一棵树上，斑鸠移动了一下，有一只鸟落在它的附近，我立刻锁定目
标，来的正是棕腹啄木鸟，这运气也太好了，去年为了见它我是足足等了3-4小时，光线不是太好，

加上树又高又远，拍了几张记录，我就静静地欣赏，心想这就是去年见到的那只吧，它可能是知道
有朋自远方来，跑来迎接的，呵呵!它在树干上仔细地扫了一遍，停了很长时间才飞走。再次见到棕
腹啄木鸟，非常意外和开心，并且有种亲切感，象老朋友会面，没有拍到黄腹山雀的懊恼也减少了
一些，嘿！还是耿耿于怀。天很快暗下来，我没敢再往里走，决定快速返回，路过黄腹山雀站过的
树枝旁，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决定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我没有睡懒觉，因为我和鸟儿们有个约会，嘱咐儿子在家好好写作业，再跟家公家婆
打个招乎，让他们中午吃饭别等我，背起相机包就出发了。
天气依然晴朗，我精神饱满地来到公园，沿着小路往里走，走走停停，见到黄鹛柳莺、腊嘴
雀、乌鸫和白头鹎，在去年见灰背鸫的地点我仔细地搜索，没有发现目标，继续往里走，看到有一

继续往里走，树林里传出鸟叫声，声音很大，我沿着声音的方向寻找，游客看到我用望远镜在看
什么很好奇，也从对面往我看的方向走来，正是他们的出现，有只鸟飞上了树枝，被我拍到了，打开
相机一看，就是我刚才没有拍清楚的那种鹛，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

群斑文鸟，没有什么可拍的。奇怪的是这群斑文鸟在刁枯草，找到合适的草就刁到高高的松树上

接下来，我直接转到去年拍棕腹啄木鸟的树林，只看到了红胁蓝尾鸲，没有新发现。我又绕过山

去，它们正在建设家园，前两天还下雪，现在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怎么也不早点做防寒的工作，这

头下到小池边，池边有人在拍小翠，我向他点了点头，他报以微笑，我也拍了几张小翠，不是太理

不临时抱佛脚嘛！再说这么一大群鸟建一个窠，莫非它们是群居？我静静地看了好一阵子才走开。

想，自从在深圳梅林公园拍过清晰版的小翠后，我再没有心思拍它，除非是很好的机会。水池边有棵

才没走几步，发现正前方的地面上有只鸟在跳动，哦！这不就是灰背鸫嘛！清晨的太阳照在身
上，就象镶了圈金边，挺漂亮的，刚按快门，它就跑了，拍到一个起飞的背影，脚还没有离开地面，
在我脑海里跳出一个名词——范跑跑。
接着我直奔昨天见到黄腹山雀的地点，又捕了一场空，算了，既然你不给面，我也不再留恋了。

小树，上面结了果，有小鸟的叫声，好几只黄腹山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这次我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拍了一张又一张，始终没有满意的照片，我有些泄气了，转到旁边拍了几张棕头鸦雀，在树脚下还拍
到只露了半个身子的画鹛。
又有一个拍鸟的女士来到池边，一看她拿的是长镜头，我想向她打听一下鸟况，凑上前去跟她交
谈，没聊几句得知她和我公公婆婆住在一个小区，还是老同事。在她的提议下，我跟随她再去找啄木

翻过一个小山坡，是一遍枯草丛，我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地寻找，在离我大约有20多米以外有

鸟，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树太高了，高高的树枝上挂着残留的枯叶，偶尔有腊嘴鹊在上面活动，时

动静，肯定是鸟，我慢慢往前移动，它也在动，我看到了它半个身子，整体感觉是褐色，从体形上

间长了望得我脖子酸痛，我不想再在这里耗太多的时间，就在我想离开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有片枯叶

看应该是鹛类，胸前和背部的斑纹很明显，这是我没有见过的，我很紧张地再往前摞动，小心翼

在动，凭经验我感觉到了新希望，双筒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体形很小，倒挂在树干上，头不断地在

翼，害怕惊动它，我先拍了个模糊且只露出半个身子的记录版，在我充分接近它时，它钻到了草丛

啄，是什么啄木鸟吧，这么小，怪不得去年在这里他们指给我看，我都没有找到它。我用相机拍了下

底层，看不到了。

来，树高又逆光的情况下怎么也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我的新种。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今年在同一
个公园还能增加好几个新种。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又在不远处有两三只大小差不多的鸟在觅食，我赶紧按下快门，一看跟刚
才那只有区别，脸颊上有明显的白斑，身体上没有斑纹，哇噻！又是一个新种，管它是什么，回去

兜兜转转到午后，我心满意足地收拾东西回家。

再查资料。它不太怕人，可能是公园里人来人往它已习惯了，很快我就拍到清晰的照片。不过心里
还想着刚才那只没拍清楚的鸟种，我等呀等，它没有再出来，算了，不要再浪费时间。

回深圳后查资料得知，我这天拍的分别是：白颊噪鹛、矛纹草鹛、斑姬啄木鸟。
春节假期，我没能象鸟友们那样洒脱，要回家看望快80岁的老人，还要顾及就要中考的儿子的学
习，没能去向往已久的云南观鸟，利用回家之便还能收获6个新种，我非常开心。太啰嗦了！讲起来
就没完没了，不过还有一件伤心的事情，我忍不住想提一下，我在阳朔拍的全部鸟片，还有在长沙烈
士公园拍得最清晰的白颊噪鹛，不小心删除了，由于文件太大，回收箱里也没有找到，痛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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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观察，并作了笔记，记录如下：莺，
12CM，头顶棕红，背灰，嘴黑，腹灰白，尾
黑，（尾）两侧白边，眼黑。期间还对另外一

甘肃青海

只 小 鸟 作 了 记 录 ： （ 山 ） 雀 ， 13cm， 头 顶
黑，白眉纹，眼下线黑（略有错误，后查图谱
实应是眼贯纹），颌下黑，脚黑，嘴似乎黑，

观鸟行记
【文：翔云】

2012年甘肃莲花山青海湖观鸟行程及攻略

M），经典的观鸟点，各种雪雀、岩鹨、红尾
鸲、高山兀鹫、花彩雀莺等。PM6：00左右继

6月17日，深圳至兰州，上午航班，经停

续 前 往 茶 卡 ， 在 大 水 桥 收 费 站 附 近 (即

长沙，中午1点半到兰州机场，机场大巴，近

2222KM)处寻找黑尾地鸦。这里有漠即、沙

1小时到市区，打的到南站，15：20班车前往

即、褐背拟地鸦等。后在2255KM附近寻黑尾

康乐，18：00左右到康乐后包车前往莲花山庄

地鸦。晚住茶卡镇。

（山上住宿点），不停留要一个半小时。
6月22日，上午继续在昨天两处寻找黑尾
6月18日，在鸟导带领下走F线观鸟。这个
时候鬼鴞出巢，其它鸟多在抱窝，鸟况不佳。
6月19日，上午8：30前山庄至沙河保护站
间公路观鸟，然后下山到八度观鸟，中午至山
下保护区旁宾馆住下，下午在保护区旁河边小
树林观鸟。
6月 20日 ， 10点 前 八 度 观 鸟 ， 然 后 包 车
（包括八度接送）回康乐，半路搭上前往兰州
南站的过路车，中午1：30到兰州南站，乘坐
2：30同站发往西宁的班车，6点左右到西宁。
在西宁租车pm7:00前往青海湖（原计划住共
和，但过倒趟河镇之后，修路，路况差，第二
天还要原路返回，所以当天住倒趟河镇，条件
较差，但节省了时间）。
6月21日，上午前往离倒趟河镇约46KM的
小北湖湿地（又叫小泊湖），在环湖路上就能
看到湖里的水鸟。小泊湖鸟况很好，有黑颈
鹤、赤嘴潜鸭、文须雀等。11：00左右离开，
经 黑 马 河 镇 到 橡 皮 山 （ 离 黑 马 河 镇 10-20K
06

地鸦，未果，中午过橡皮山，黑马河前往鸟岛
镇。在镇边山沟口观鸟，红嘴山鸦、云雀、红
尾鸲、百灵、崖沙燕等。晚住鸟岛镇（安排应
避开节假日和周末，可节省不少费用，景区人
也少。）
6月23日，8：30景区开门，上午基本在景
区内活动，没有特别鸟看。后出景区，在牧民
家草场河边观鸥，要交费用（经验：可以在景
区开门前先去牧民处观鸟，光线好，鸟多，
近，平视飞行）。下午去橡皮山观鸟。注意公
路两旁柱子、电线杆上，有纵纹腹小鴞和大

背尾灰，胸腹淡桔色。（有兴趣的鸟友可以查
之一花彩雀莺
当无忧在对讲机里告诉我她已经爬到山顶
时，我能体会到她兴奋的心情，因为两天前我
已经爬上去过，豪迈了一把。天高山远，云卷
云舒，景物壮观，想不激动都难。
我在后边，在灌丛中，沿着牛羊踩出的小
道之字而行。这是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季节，各
种野花怒放着，争奇斗艳，或以型，或以色，
或以量向自然展现着各自特殊的美。即使是灌
丛里不起眼带刺的植物，也开出了粉白的小
花，吸引着你不时停下来欣赏，拍照。突然身

查猜猜这是什么雀。）
看着这群莺在自己身下的灌丛中或隐或
现，似乎并不急着离去，我对无忧说：你下山
吧，把这群鸟搞定。
当无忧下来时，我还在原地站着，并没有
追逐小鸟而去，我担心会把它们追离的更快。
很快她就跟定了这群小东西，并告诉我头定褐
色的鸟是花彩雀莺的雌鸟。我很高兴，远远地
用望远镜看她拍鸟，并且看到一只花彩飞到离
它不远有刺植物的枝头，就对她讲：这张相片
给我一张！

后响起“咯咯咯”的警叫声，接着两只黄影先

当无忧在山腰下忙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我

后向右前方的山坡奔走，一下就消失在你的视

在山腰上又观到了蓝额红尾鸲。在光照下，头

线之外了。

脖异常蓝，漂亮之极！可惜总是在我用单筒追

很快有了鸟鸣，看到一只和褐柳莺差不多
的鸟，接着是一只前天看了很久的黄腹柳莺，
远处两只棕背黑头鸫也从山崖处飞了过来。继
续在灌丛中探索，有一群小鸟在丛中跳跃着。
先看到的是头顶褐红色的小鸟，接着就看到幻

到它，放下相机，按下快门之前，它就飞走
了。当我一心跟踪它，想把它收入相片中时，
花彩雀莺上来了。很快我就用望远镜追到雄鸟
了，这次它们没有快速离去，而且离我不远，
我可以长时间仔细欣赏它了。

彩般紫红色的小鸟，我想这就是梦中所想——

头胸腹尾的颜色让你无法准确描述，因为

花彩雀莺了，而且有三只。立即向无忧报告了

它不是明确的红色、紫色、黄色等等，它是造

6月24日，因天气原因取消去橡皮山，直

喜讯，她说：“你把它拍下来”。我回应到：

物主用调色板调出来的无以言传的美色。我非

接到小北湖观鸟。下午赶到大通鹞子沟观鸟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要在镜子里欣

常惊叹自然造物的神奇，竟然为我们带来这样

（褐冠山雀、褐头山雀、黑冠山雀、红交嘴

赏它”。因为我的小数码加单筒的搞法，要拍

美妙的小精灵！在镜子里我还看到雄鸟育雏的

雀、宝兴歌鸫、戴菊、棕胸蓝姬鶲）。晚住大

到一只活泼好动的小鸟太难了。

场景，心里更是增加了特别的幸福感。无忧

鵟。住黑马河镇。

通县。
6月25日，上午再去鹞子沟，这个时间段
去鸟况不佳。下午去西宁机场，晚回深圳。

时间很短，看到三只梦幻色彩的小鸟之
后，就追不到它的踪影了。只有头顶褐红色的
小鸟还成群出现在镜子里，对它们进行了较长

说：下山吧，我送你张双胞胎照！我说我要看
着它们离开。
花彩雀莺似乎很高兴我欣赏它，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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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现在我面前灌丛的枝头上，我试着用单筒

高声歌唱，要么梳理羽毛，或者觅食归来嘴里

追它，在单筒里，色彩细节更清楚了！后来我

叼着小虫，警觉地观察着周围。而湿地里的水

竟然用小数码加单筒给它照了一张相！完成了

面一样热闹，棕头鸥忙着打架，红嘴鸥安静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站在一边，翘鼻麻鸭我行我素，绿头鸭神出鬼
没，这让我们忙的几乎没有停手的时间！
突然路边的芦苇丛上飞过来一只小鸟，特
征平淡，不认识，接着又飞过来一只-----长有
两撇小胡子，文须雀！意料之外的收获！在离
我们只有2米左右的芦苇丛上跳来跳去，好奇的
看着我们，我当时实在是喜呆了，忘了用身上
的单反相机拍它，看它们不走，竟然用单筒笨

之二文须雀及黑颈鹤

拙的找它！意料之外的收获总是让人更为兴
奋，当时身在其中的喜悦也是事后难以准确描

清晨5点半，我们在犬吠声中从倒趟河镇出

述的。

发，前往青海湖的东岸小北湖（当地地标是小
泊湖）。

可能是刚才的兴奋，也可能是看到黑颈鹤
对待骑马牧人的态度，我们的行动似乎快了

20多公里后我们开始沿着东岸的环湖路行

点，很快就引起了它们的警惕和不安，开始缓

进。这时朝阳正逐渐染红群山上的云彩，还来

缓的向远处撤离。原来它们对外来户和本地户

不及更多的欣赏自然美景，湖边的鸟影就把我

的态度是不同的。渐渐地它们撤离到浅草区，

们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这时我在望远镜里看到它们不是恩爱的两口之

0050# 雉鸡×10 Common Pheasant Phasianus colchicus

家，而是幸福的四口之家！两个长着嫩黄绒毛

0063# 斑尾榛鸡×2 Chinese Hazel Grouse Tetrastes sewerzowi

成群的斑头雁带着还是长着绒毛的小雁在

的鹤宝宝寸步不离的跟着它们的爸爸妈妈。又

湖边草地觅食，凤头父母也带着宝宝在湖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初到青海湖的感觉

面漂荡；个头不小，颜色鲜亮的赤麻鸭也飞过

竟是如此的美妙，让我们一下子就爱上她了。

来了；红脚鹬熟悉的告警声也响起来了，真是
亲切。还有公路两边各种云雀、百灵的鸣唱，

这是一片中间长满青草，四周几近沙漠的
湿地。我们用单筒望远镜很快就确认了远处两
只黑颈鹤，我们看到一个牧人骑着马从它的不
远处经过，也没引起它们的反应。一切比我们

观测地点: 甘肃康乐•莲花山
观测日期: 6/17/2012 至 6/20/2012 共4天

等等都喜欢在铁丝网上或水泥柱上停留，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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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4# 中杜鹃×2 Oriental Cuckoo Cuculus saturatus
0276# 珠颈斑鸠×1 Spotted Dove Streptopelia chinensis
0313# 白胸苦恶鸟×1 White-breasted Waterhen Amaurornis phoenicurus
0323# 黑水鸡×1 Common Moorhen Gallinula chloropus

记录者: 翔云 7/17/2012 7:40:40 AM

0470# 高山兀鹫×1 Himalayan Griffon Gyps himalayensis
0487# 雀鹰×1 Eurasian Sparrowhawk Accipiter nisus
0617# 灰背伯劳×3 Grey-backed Shrike Lanius tephronotus

观测者: 翔云、无忧

0630# 灰喜鹊×10 Azure-winged Magpie Cyanopica cyana
0640# 星鸦×5 Spotted Nutcracker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天气情况: 晴

0641# 红嘴山鸦×1 Red-billed Chough Pyrrhocorax pyrrhocorax
0665# 长尾山椒鸟×2 Long-tailed Minivet Pericrocotus ethologus

观测装备: 单筒、双筒
云雀、百灵、褐岩鹨、黄头鹡鴒、黄嘴朱顶雀

0189# 鹰鹃×1 Large Hawk-Cuckoo Hierococcyx sparverioides
0193# 大杜鹃×2 Eurasian Cuckoo Cuculus canorus

0278# 灰斑鸠×3 Eurasian Collared Dove Streptopelia decaocto

的想象顺利。
我们寻路一边观鸟一边缓慢向它们靠近。

0131# 大斑啄木鸟×2 Great Spotted Woodpecker Dendrocopos major

0274# 山斑鸠×1 Oriental Turtle Dove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让我们的心情更是愉悦，带着这样的好心情我
们来到了小北湖。

鸟种记录: 共47种 (包含7目15科35属)

0709# 灰头鸫×10 Grey-headcd Thrush Turdus rubrocanus
0721# 宝兴歌鸫×3 Chinese Thrush Turdus mupinensis

环境与路线: 唐河至沙河站一线，八度保

0765# 红点颏,红喉歌鸲×2 Siberian Rubythroat Luscinia calliope

护站，管理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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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3# 红胁蓝尾鸲×1 Orange-flanked Bush-Robin Tarsiger cyanurus
0783# 赭红尾鸲×4 Black Redstart Phoenicurus ochruros
0787# 北红尾鸲×4 Daurian Redstart Phoenicurus auroreus
0789# 蓝额红尾鸲×1 Blue-fronted Redstart Phoenicurus frontalis
0791# 红尾水鸲×5 Plumbeous Water-Redstart Rhyacornis fuliginosus
0792# 白腹短翅鸲×2 White-bellied Redstart Hodgsonius phoenicuroides
0861# 褐冠山雀×1 Grey-crested Tit Parus dichrous
0862# 大山雀×3 Great Tit Parus major

高原的海
湛蓝的湖

0872# 银喉[长尾]山雀×20 Long-tailed Tit Aegithalos caudatus

——青海湖观鸟之旅

0882# 家燕×1 Barn Swallow Hirundo rustica
0925# 暗绿绣眼鸟×5 Japanese White-eye Zosterops japonicus
0971# 凤头雀莺×1 Crested Tit Warbler Leptopoecile elegans

【文/图：无忧】

0986# 甘肃[黄腰]柳莺×10 Gansu Leaf Warbler Phylloscopus kansuensis
0989# 淡眉柳莺×10 Hume's Warbler Phylloscopus humei
1025# 山噪鹛×3 Plain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davidi
1041# 橙翅噪鹛×5 Elliot's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elliotii
1197# 山麻雀×2 Russet Sparrow Passer rutilans
1198# [树]麻雀×1 Eurasian Tree Sparrow Passer montanus
1207# 白鹡鸰×6 White Wagtail Motacilla alba
1246# 金翅[雀]×2 Grey-capped Greenfinch Carduelis sinica
1275# 斑翅朱雀×1 Three-banded Rosefinch Carpodacus trifasciatus
1277# 白眉朱雀×10 White-browed Rosefinch Carpodacus thura
1290# 灰头灰雀×6 Grey-headed Bullfinch Pyrrhula erythaca
1295# 黄颈拟蜡嘴雀×1 Collared Grosbeak Mycerobas affinis
1297# 白斑翅拟蜡嘴雀×2 White-winged Grosbeak Mycerobas carnipes

“高原的海，湛蓝的湖”,这是我对于青海湖的记

1322# 灰头鹀×3 Black-faced Bunting Emberiza spodocephala

忆！那湛蓝的湖水、奇妙的小泊湖，奇趣的鸟岛，以

笔记: 17日傍晚到山庄，20日上午离开宾馆。正是大多数鸟抱窝时间，鸟况一般。

及蕴藏着蓬勃生机的橡皮山……六月下旬的青海湖观
鸟之旅五日当中，记不清有多少次，沉浸于这种种的
欢欣喜悦之中！

一、多姿多彩的青海湖
6月21日清晨，我们从倒淌河镇出发沿G109国道往
黑马河镇方向沿着湖边前行,迎面而来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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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弯弯小道往里走，马兰花蔓延至天

都选择从黑马河开始他们的环湖梦幻之旅。

边，百灵与云雀在花间竞相雀跃着，一对文须
雀飞去又飞回来，落在我们跟前的芦苇上左顾

黑马河是连接橡皮山、茶卡，或者鸟岛的

右盼的打量我们——呵呵，真没想到会在这里

交汇点，也是我们此次行程的重要驿站。加油

见到它们！绝对奇遇！黄头鹡鸰、理氏鹨、褐

站旁的草甸，黄嘴朱顶雀毫不惧生，褐背拟地

岩鹨也跃上草原围栏凑热闹，不远处一只孤独

鸦辛勤地哺育两只幼鸟，远处湖岸群鸥自由飞

的环颈鸻好奇的看着我们，远处三几只普通燕

翔。黑马河前往橡皮山或鸟岛方向交汇处，大

鸥和棕头鸥不时的上下翻飞，三五只红脚鹬散

鵟淡定地守望眼前这块草地，等待猎物出

落在四处……用望远镜往湖里仔细搜索，呵

现……

呵，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莲花生大师左右肩各托

一片片翠绿的草滩，一垄垄黄灿灿的油菜花；
一片片翠绿的草滩，一丛丛五彩缤纷的野花；
一片片翠绿的草滩，一群群雪白的绵羊;
一群群斑头雁在湖面自由自在的漂游
着……
一对对灰雁带着毛茸茸的幼鸟漫步湖
岸……

二、小泊湖驿站

一只的黑颈鹤吗？眼前的黑颈鹤一家子4口温馨

沿环湖西路向鸟岛进发，若你经历长途跋

的依偎在小泊湖畔，翘鼻麻鸭2只、赤麻鸭4

涉略显疲乏，也要抖擞精神擦亮眼睛，把车速

只、赤嘴潜鸭3只、白眼潜鸭4只、绿头鸭4只，

放慢，且不说这如画美景令人陶醉，赭红尾

还有大白鹭和骨顶鸡各一只......呵呵！太近了！

鸲、百灵、云雀在草地花间出没，留意两旁草

棕头鸥掠过头顶，赤麻鸭绕着我们飞了一圈又

地围栏或电杆，准能收获大鵟或黑耳鸢之类的

一圈！正当我们忙着数鸭子时，狡狤的野兔趁

猛禽，遇见纵纹腹小鸮的机遇十有八九，伴有

我们不备之时窜进沙丘深处，蜥蜴边爬边警觉

猎物就更精彩了。嘿嘿！看看——运气来了！

从倒淌河镇出发沿G109国道，往黑马河镇

的环顾四周，小兔鼠不时的从洞穴探头张望，

方向行走27公里后，右转进入青海湖的环湖东

有趣的很！遍地野花香沁心脾，给鲜艳滴翠马

路，走大约23公里有醒目的路标——小泊湖驿

兰花留个影，依依不舍的告别小泊湖。沙鵖目

站到了。据有关资料介绍，小泊湖是青海湖水

送我们远去，路旁的电线杆架是纵纹腹小鸮占

位下降后遗留下来的沼泽草甸地，四周有沙山

踞的地盘。呵呵！再见，美丽的马兰花！再

围绕，绿草如茵，鲜花遍地，景色秀美，风光

见，愤怒的小鸮！……(*^__^*) ……嘻嘻……

旖旎，鸟鸥飞翔，不时会有黑颈鹤、石鸡、雪
鸡飞过，偶有珍稀野生动物普氏原羚、鹿、旱

再见，传奇的小泊湖！奇妙的小泊湖！

獭出没，既能欣赏沙漠绿洲风韵，又可领略奇
这一幕幕的景色交替着，变幻着，应接不
暇的闪现眼前！

异的沙山、广袤雄浑的草原。小泊湖源头泉眼
众多，冬季不结冰，俗称“不冻泉”，当地群
众也称“泉头”。景区内有青海省省鸟“黑颈

三、青海湖最美的路段:
黑马河——鸟岛

青海湖湛蓝的湛蓝的湖面，荡漾着丝丝涟

鹤”，还有个神秘优美的传说：相传当年莲花

漪，宛如温柔恬雅的微笑，令人陶醉……令人

生大师(藏传佛教宁玛派祖师)左右肩各托一只黑

黑马河位于西宁以西约220公里处的青海湖

着迷……

颈鹤至此讲经，见该地荒凉干旱，遂将手中

边上，是青海湖环湖公路的起点。从这里沿环

108颗佛珠撒出，佛珠落地化为108座清泉，泉

湖公路走70公里便是著名的鸟岛，这一段又被

水甘甜清香，荒漠顿时绿草茵茵，奇葩流香，

称为环湖西路，被誉为青海湖最美的路段。

泉水汇集之处化为一片湖泊，两只黑颈鹤飞到

5、6月，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茸茸的草原点

湖面祛邪匡正，保护万物。

缀得如锦似缎；7、8月，万亩油菜花在湖畔灿

如诗如画的景色，如梦如幻的感觉，匮乏言
语一一表述，呈上拙作与大家分享这份喜悦吧！

烂盛开……不少“暴走族”驴友或自行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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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鸟岛景区
鸟岛是我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一，位于青
海湖西面的布哈河口以北4公里处，又名小西
山，又因鸟蛋遍地故名蛋岛。有关资料记载，
鸟岛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75年8月，1980年被列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86年自然保护区兴建
了栈道、暗道、地堡、了望台等设施等保护鸟
类供游人观赏。每年3～4月，从南方迁徙来的
雁、鸭、鹤、鸥等候鸟陆续到青海湖开始营
巢；5～6月间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
凡，据有关数据统计，此时岛上有30余种鸟，
数量达16．5万余只；7～8月间，秋高气爽，群
鸟翱翔蓝天，游弋湖面；9月底候鸟开始南迁。
进入观鸟玻璃屋往外看，远观湖面水天一色群
雁飞翔，近处的斑头雁毫不理会观鸟玻璃屋内
兴奋的人群，自顾营巢，碎石滩上散落不少硕
大的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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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山——又名海西皮，位于布哈河口以

一次感受到观鸟奇妙乐趣，个个赞赏不已！翔

记得前一天的下午，同行的鸟友翔云穿越

北的6公里处，与鸟岛同处在布哈河冲积滩地的

云边引导观鸟体验边宣传野鸟与环境保护的知

这片小灌木丛，沿着陡峭的山脊登顶。我步其

顶端，岛的东北缘有断层陡崖紧靠湖边，陡崖

识，在这远离深圳千里之外的青海湖组织了一

后向上攀登时，发现这个山脊几乎都是六、七

外有一近似圆柱形的岩石屹立于湖中，是鸬鹚

场公众观鸟活动！

十度的陡坡，登至半山腰时开始下起细雨，伴

的繁殖场所。鸬鹚列成各式方阵不时地从空中
低飞掠过，颇有空中霸主的气势。

着远处传来阵阵雷声，感觉在这无任何遮挡的
之二：从鸟岛镇到鸟岛景区大门路段，沙

山脊的确比较危险，于是我从山腰处往下撤
离，翔云留在山顶兴致勃勃的不愿离开。

鵖、云雀、百灵、赭红尾鸲、大鵟等；
之三：鸟岛镇边上沿途左边民房有条小道

再次来到橡皮山，目标鸟种是红腹红尾鸲

通往山上，山谷里香气弥漫，遍地野花，可见

和花彩雀莺。

褐背拟地鸦、百灵、雪雀、朱顶雀、赭红尾
翔云很快用单筒搜索到红腹红尾鸲——距

鸲、崖沙燕、红嘴山鸦等。
穴筑在离鼠兔洞口1.5米的地方，就像是鼠兔

六、茶卡的记忆

成了鼠雀同穴的自然奇观。遗憾的是遍寻黑尾
地鸦未果。

录照，我独自沿着山沟往上走，决心一定要登
顶，看看山那边的的风光！

峭壁岩石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岩鸽与鸬鹚毗

黑马河的另一方向是橡皮山—茶卡，到达

邻而居；围栏外有只与树麻雀混群的中等体型

茶卡的“共茶高速”入口处——“大水桥”

矮扁形麻雀，回来查阅发现原来是石雀，体型

时，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右边是一片戈壁

较小，头部图纹不甚清楚且嘴短而厚；理氏鹨

滩，阴沉天色增加了荒漠的苍凉。有攻略提到

酷爱围栏杆上走“平衡木”，每隔三五分钟就

这里有黑尾地鸦出没，往戈壁滩走去不到半小

从草丛现身登台；热闹之处自然少不了云雀

橡皮山位于青海湖西面，垭口海拔约

唧喳喳的鸟语从远处的小灌木丛传来，用双筒

时，一阵骤雨袭来，只得撤回。虽然乌云蔽

的，灿烂的阳光下它们在空中振翅斗唱，愈飞

3800米，山势连绵，有些坡度陡峭，但大多在

望远镜仔细搜索，只见三两只灰白色的小鸟在

日，却出现了两条彩虹的——“双虹现影”的

愈高见不着身影，只听得欢快悦耳的鸣唱在空

30-40度。G109从其中穿越，来往青藏的车辆络

小灌木丛间跳跃，往山下飞去。我用对讲机呼

景象，只是这时候雨下的更大了，所以没有拍

中久久的回响......呵呵，飞累了？唱倦了？平常

绎不绝，林岭雀和棕颈雪雀竟会蹦跳到国道中

叫翔云：“有三两只灰白色的小鸟往你的左后

下这奇景。“大水桥”上高速十几分钟就到了

不是在草丛里，就是在空中欢唱炫耀，站在这

间寻觅散落的食物，一对赭红尾鸲的巢穴就在

方向灌木丛飞去了，你留意一下哈，祝你好

茶卡镇，晚霞的渲染令荒漠中的茶卡带上几分

小枝头上实属难得一见。

我们停车处对面高高的土坡上。国道两旁除了

运！我先上山顶去了。”呵呵，想想翔云昨日

浪漫色彩。

裸露的岩石，便是翠绿的高山牧场。从围栏边

登顶后的开心得意样，今儿我也得豪迈一回。

五、鸟岛景区外的鸟点
之一：从鸟岛镇到鸟岛景区大门沿途有几
处村民圈起自家草地的“观鸟点”，收费可以
还价至每人十元成交。“观鸟点”离大路不足
百米，于河堤岸观赏燕鸥飞翔。适逢端午节，
游人成群，几个来自四川的大学生好奇的围着
单筒望远镜——在翔云的耐心辅导下，他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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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门人。”和平相处，共生共存，并最终形

离比较远，于是翔云留在山下负责用单筒拍记

第二天上午在茶卡镇北面和“大水桥”一
带，见角百灵、黄嘴朱顶雀、棕背雪雀、漠
鵖、沙鵖，还有一对朱雀没能辨认。奇特的
是沙鵖总守在鼠兔洞口附近，回来查阅资料才
知道，这就是“鼠雀同穴”现象。“鼠雀同
穴”是青藏草原的一种“共生现象”。草原地
形空旷，缺少隐蔽物，鼠兔的洞穴就成为了雀
鸟最好的避难所，遇见危险时，雀鸟就会钻进

与山脊相比这山沟坡度相对平缓些，长满
貌似野杜鹃花的低矮小灌木丛，更多的是约半

七、生机蓬勃的橡皮山

米多高开着粉红粉白小花长满刺针的植物，穿
行其中得小心翼翼。行至半山腰时，一阵阵唧

往山脚下的河滩走，高山兀鹫贴着山脊掠过，
肥壮的旱獭懒洋洋的趴在山边土坡的洞口。赭

越往上走风愈猛，一路歇了几回，借着风

红尾鸲已经带着幼鸟在岩石上练飞了，褐翅雪

的给力，终于登上山顶啦！乌拉！胜利啦！心

雀每隔三五分钟就叼着虫子飞进岩石缝隙深

还在狂跳，气息还未喘定，一眼发现刺蓬尖

处。河滩及山坡岩石上，褐背拟地鸦、褐岩

上，红腹红尾鸲拍着双翅欢迎我呢，哈哈，太

鹨、鸲岩鹨、棕胸岩鹨非常活跃。

给力了！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红腹红尾鸲
在这仅仅停留几秒，就往山下飞去！环顾四

与红腹红尾鸲和花彩雀莺的相遇，为此次
行程最为精彩的片段。

周，不见其他鸟的踪影，——难道这红腹红尾
鸲是橡皮山奖赏我的恩赐？缘份啊！

鼠兔的洞穴里寻求保护。“它们总是习惯将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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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风更猛更急，测量的海拔高度为

再见，红腹红尾鸲！再见，花彩雀莺！

3650米，相连接的几座山顶都没有落差比较平
坦。放眼远眺，山那边还是山……当翔云在对
讲机里告诉我发现目标鸟——花彩雀莺了，原

再见，橡皮山！再见，小泊湖！再见，青

一心二用
吴哥行

海湖！

来就是刚才我在山腰见到远处那几只灰白色小
鸟。我在山顶才逗留一刻钟，来不及四处溜达
就赶忙下山。
花彩雀莺是个惹人怜爱的小精灵，我屏住
呼吸，慢慢的，悄悄的，隐藏在半人高的小灌
木丛后，守候着它们……来了，飞来了！那雄
鸟毛茸茸的，色彩粉红粉紫，圆圆的乌黑的眼
睛闪亮闪亮，总爱藏在小灌木丛里面活动，偶
而站在开着粉白小花的刺蓬尖上，仅仅只有一
两秒的机会哦！可每当这时，你一定会被它那
梦幻般的色彩勾魂！那是无法用言语能描述的
美丽！那是无法用言语能表达的感动！只有在

这欢欣喜悦温情的一切，永远铭记在我记
忆最深深处！
备注：青海湖观鸟之旅行程
20日：下午六点，西宁—青海湖，晚宿倒

21日：上午六点，倒淌河镇—小泊湖，下
午橡皮山，傍晚茶卡，宿茶卡镇；
22日：上午茶卡，中午橡皮山，下午鸟岛
镇，宿鸟岛镇；

心里一声声的赞叹——太漂亮、太神奇了！当
翔云说给一张花枝版的给他留念时，我遗憾的
告诉他：站在高高的花枝上那张，由于我太激

的送给你留念!
这高原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风力稍敛，

第二天，游外圈，主要是女王宫和崩密列（荔

吴哥行程

枝山也在外圈，要登山，时间长，至少2小时），车

23日：上午鸟岛，下午鸟岛—橡皮山，宿
黑马河镇；

动、太感动！拍虚了！呵呵！…… o(∩ _∩ )
o……o(∩_∩)o……还好，补偿一张双胞胎版

【文/图：翔云、小菜鸟】

趟河镇；

24日：上午黑马河镇—小泊湖，下午小泊
湖—大通鹞子沟，宿大通县；
25日：上午大通鹞子沟，下午西宁—深圳。

却飘起毛毛细雨。尽管细雨霏霏，翔云还留恋

第一天，广州---暹粒，酒店安排车接（免费，

程较远。女王宫的大树上很多绯胸鹦鹉，周边的湿

给司机了1刀小费）。下午4：50买了3天吴哥的票

地看到草鹭。崩密列另收$5进门费，适合观鸟，站

（七天内使用），12岁以下儿童免费，然后上巴肯

在坍塌的庙中央平台，可以看到黄鹂，鹩哥，黑头

山看日落（去了两次巴肯山看到白腰鹊鸲、白喉矶

鹎，黑冠黄鹎，海南蓝仙鹟等。在神牛寺，收获了

鸫、方尾鹟、北灰鹟），不用算在3天内，也不多收

大盘尾，出乎意料。（可以想像荔枝山的鸟况应该

费 。 住 M O T H E R H O M E

也不错，但荔枝山不能乱窜，发生过地雷伤游客的

I N N

在山腰，专注的观赏花彩雀莺，久久不愿离

24日下午和25日上午我们到达大通鹞子沟

去……黄腹柳莺混在花彩雀莺当中鲜黄鲜黄的

森林公园观鸟，虽然是周末公园里面车辆和游

特别显眼，蓝额红尾鸲也在花丛中闪现，红腹

人众多，还是见到不少雉鸡，目击总数18只，

红尾鸲在山下的河滩唱着歌儿目送我们踏上归

其中13雄5雌。其他鸟种有红胁蓝尾鸲、赭红尾

程……

鸲、棕胸岩鹨、橙翅噪鹛、白眉朱雀、褐头山

费，但取消预订要提前通知。店员不会说中国话，

雀、红嘴山鸦、小嘴山鸦等。

但有个股东是华人，有急事可以联系他（订单会留

再见，文须雀！再见,黑颈鹤！

(http://www.motherhomeinn.com)， 带 泳 池 的 经

事情）。

济型酒店，标间$29，含早餐，我们住得时间长，小
孩早餐没加收费用，算是优惠了。订房不需要预付

他电话）。酒店可以免费上网，大堂也有几台电
脑，有自行车提供（免费）。服务不错，每次回来

第三天，ATT观鸟，离暹粒100KM，6号公路往
泰国边境方向行驶，七十公里的水泥路，然后20多
公里土路，路况可以，小车1：30可到。看到斑嘴鹈
鹕、彩鹳、栗树鸭、紫水鸡、棉凫、铜翅水雉等。虽
然没看到赤颈鹤，但这个地方还是值得一去。

都有冰毛巾递上来，位置离老市场略远，骑车可能

第四天，游大圈，主要看豆蔻寺-东梅奔-塔松

要10来分钟。酒店早餐是自助餐，中西餐结合，比

寺-圣剑寺。留意进寺甬道两边的树丛，有鹟和太阳

较丰富，合我们的口味。正餐吃过一次，味道可

鸟，高树上有鹦鹉和鹎。

以，费用$10-15左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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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洞里萨湖观鸟，参加的OSMOSE一日
生态游，根据一个团的人数定费用，两人$150/人，

的三天游寺的司机是可以免接送费的。机场接机停

了观赤颈鹤。前一天，在吴哥外围奔密列的废墟上

机叫我看左边，越过水渠，有一片长满杂草的水

车场的棕榈树上有很多家麻雀做的窝。

赏鸟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老太同好，兴奋地在我

塘，水边站着些大白鹭，小白鹭，水面上漂着几只

的鸟书上指着它说，在洞里萨湖看到它了。我想去

大鸟，鹈鹕！斑嘴鹈鹕！意料之外的惊喜，三三两

ATT会更容易见到它了。

两，它们在水面游荡觅食，不时还有新的伙伴飞来

四人以上则$85/人。早上六点酒店接人，半小时到
码头，坐船一个半小时到保护区办公室，换船约半
小时到观鸟点，观鸟点有单筒，停留不到一小时。
这里看到蛇鹈、钳嘴鹳、黑颈鸬鹚、斑嘴鹈鹕、大
秃鹳、黑头白鹮、灰头鱼鹰、栗鸢、栗喉蜂虎等。
资料介绍保护区提供住宿，$15-20，最好住一晚，
这样下午上午的黄金时段都可在观鸟点观拍鸟。不
太准确的信息：可以通过司机安排行程，包船费
$55/一趟，保护区进门费$20/人，似乎这样下来即
使加上司机的费用也比较便宜，关键是看鸟更自由
随心。

柬埔寨签证：可网签
（ http://www.mfaic.gov.k
h/evisa/），三个工作日
即可办下来，$25/人，

的司机之前也没去过，不过他是个经验丰富又头脑

小孩$5/人，记住打印

灵活的老司机。当我们早上启程前往ATT的时候，他

两份，进出海关各收一

已对那边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六点半出城，

份。（我们的相片是自

沿着中国援建的6号公路向诗梳风方向行驶，此时天

己照后加工的。）

已经大亮。公路上是络绎不绝骑自行车进城的人，
司机告诉我们他们大多是建筑工人，当然，穿着校

包车：寺庙参观成熟的
三日游中文司机$100(一天小轿

第六天，游小圈，主要参观吴哥王城和小吴
哥。王城南门傍大树上看到赤胸拟啄木鸟，也用其
它鸟停留，在王城的一个庙顶可以看到旁边大树上
绯胸鹦鹉和鹩哥飞来飞去，王城上空也有若干猛禽

车$75，两天TUTU车，观日出不另收
费 )，我们多个半天加了 $10，另外去 ATT收
$80。我的朋友人多，三天用的是另位中文司机王仁
的大霸王，费用$195（中午回酒店休息，免费接
送，免费冰水）。我是临走前几天订的网上比较出

盘旋。

名的司机金沙木 (电话 #0855-12822473)，八年车
第七天，上午骑车去乡村，主要收获是黑枕王

龄，头脑灵活，但人还诚恳，看鸟时随叫随听，后

鹟、黑翅叶鹎、棕胸佛法

来还主动帮着找。他比较忙，只有两天有空，另外

僧。下午沿城内的河

两天TUTU车安排了别人带。一般中文司机都没去过

堤走了一下，有黄

鹟、黑卷尾等。

暹粒一家专门经营观鸟游的公司网站
http://www.mfaic.gov.kh/evisa/。

吴哥观鸟之一
昂 德 罗 本 特 莫 保 护 区 （ ANG TRAPENG
THMOR RESERVE）

第八天，暹粒---广州。没留意酒店送机是否免
费的事情，订房时没提，结果酒店TUTU车收$4。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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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想着后边还会见到，就简单的记录了一下，没
有尝试继续靠近，没想到这是我离它最近的一次
（百米左右）。前行了没多远，又看到右边的田地
里有三只大白鸟，仔细一看，不是白鹭，是彩鹳！
幸福啊！还没进保护区，好鸟就闪亮登场了。刚记
录了几张，也许它们感觉到威胁，就一一缓缓起
飞，振翅，飞行，滑翔落在稍
远出的大树上，那里还
停留着它们的同伴。

埔寨没胖子，连牛都是瘦的。确实，这里的牛不要
说膘肥体壮了，个个都是营养不良的样子。稻田里

很快我们来到

除了牲畜，少不了的就是飞起飞落的鸟了，除了家

一个水库的大坝，

八哥，见到最多的是黑卷尾了，而且常常见到它们

看到保护区立在水

也站在牛背上，原来它们也和牛这么亲近啊！电线

边的牌牌，知道我们

上也经常落着一些鸟，因为在主干道上行驶，车辆

已经找到地方了，坝边

是不方便走走停停（虽然司机没意见），所以多是

有一排简易的房子，是当地

评经验判断，特别的是鹳嘴翡翠，其他有伯劳，八

人经营的小饭店，买些烤鱼，烤蛇和啤酒饮料等，

哥类，鹎类等。

保护区办公室却不在这里。用单筒扫水面，远远的
平台上落着鹭鸟和鸬鹚。因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临时

还好没耽搁太长时间，我们就找到正确的乡村道路
驶了进去，车后立即尘土飞扬。这就是柬埔寨的现

的超高收费（比LP和司机了解的价格高几倍），我
们的司机最后通过私下给保护区警察费用，由他带
我们进去。

状，离开主道，就基本上是仅硬化过的土路了。这

树上停满果蝠，飞起来
像鹰一样大。

那里，任由鸡鹅牛在里边觅食。司机开玩笑说，柬

ATT比师傅想象的要近，我们跑过了几公里，

国王行宫前的大
花园里寺后几棵大

服的应是学生了。公路两旁是收割后的稻田，荒在

ATT，这次带他探了路，不参团的话可以用他。

腹太阳鸟、黑喉
缝叶莺、北灰

加入，不要看它们体型大，滑翔的姿态一样轻盈优
ATT不在暹粒省，也不是常规的旅游线路，我

条路似乎是新扩过，沿着一条水渠，两边没树，车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保护区，没有大门，游客也

辆很少，不过会车的时候司机就开始抱怨：他不开

稀少（主要是通过暹粒当地一家旅行社组织来的观

雾灯！道路偶尔经过村庄、学校、警局。鸟类明显

鸟团），可能就靠我们的警察来查看外来人了。在

多了起来，在电线上看到了栗喉蜂虎，这个不能放

警察的引领下，我们的车沿着堤坝向纵深行进，道

过，不等尘埃落定，就立即下车，支起单筒，两只

路逐渐变坏，有时会挂着汽车的底盘，这时司机会

蜂虎在那里歇脚，蓝色的尾巴和翅膀。正看着，司

心痛的叫起来。道路靠水的一边多灌木，另一边则

ATT是一个鹤类保护区，所以去那里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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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树木，下面就是农田和零星的村落。走了两三公

价格可能80美金不到，我们是两大一小，报价就要

班提色玛寺是一座藏在密林中的寺庙。它有四

的引道，引道外是绿色的草坪，绿草坪中有藏经阁

里，我们的车在一叉路口停下，需要徒步行进了。

280美金了。出发时也没更多人这时去，所以没参他

个门，南门外有一个广场。由于这个寺庙也是红砖

和浴池。引道的尽头是第一回廊，第一回廊的四面

一下车就立即警起两边湿地的鸟来，先有两三只铜

的团。我包的车，一天80美金。最初司机了解的保

建造的，寺庙里面的墙有的已经坍塌了，这样倒更

墙壁上都是精美的雕刻。尤其是第一回廊西面的雕

翅水雉，接着是几群栗树鸭，还有一落下就和背景

护区进门费是20美金一人（LP上说10美金），鸟导

像个大迷宫，走进去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有蜥蜴

刻很有立体感。虽然每排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士

一样的棉凫，以及水雉、紫水鸡，一时间眼睛就有

5美金。可是到保护区，年轻的工作人员似乎对我们

在这大迷宫里到处爬来爬去，瞧，蜥蜴一不小心从

兵，其余的只是用多出的侧脸和腿或枪来表示，我

些忙不过来了，似乎周边都是鸟，稍有动作，来不

没参团很不开心，不礼貌的对待我们的司机，并且

砖墙上摔下来了，可它并不气馁又爬了上去，没想

就看到了一排排正在走列队行走地士兵，非常壮

及看就惊飞一些，短时间就看到十数种鸟。沿着小

要我们40美金一人。后来，司机给警察谈的是50美

到又一次摔下来，这回蜥蜴服输了，爬到一个阴暗

观。这一段雕刻的内容是两军打仗：两支军队正排

路向里，路有时会被水满过，可是鹤还是未见，刚

金。当地人说，保护区外也能看到这些鸟，就是少

的角落去了。

开阵势准备开打，两队的步兵都拿着枪，左右两边

才在堤坝上看到落满彩鹳和鹈鹕的树还是很远。我

点。我们来去的路上也多次看到彩鹳，似乎比在保

问警察鹤在那里，他要过望远镜，看了看说，现在
看不到，要三月份才容易见。

护区里还近些，并且可以走近。我们请的是网上有
名的中文司机金沙木，人还不错】

来的士兵头盔上有不同花来区分。两边的将军则威
崩密列是一座坍塌的庙。当地的小孩给我当向
导把我带到了已经成乱石堆的藏经阁。到处都是石
头，里面有一个幽暗的长廊，几乎没有一点光。我
站在石头上面往下看，这里可真高，我根本就是站

随后，我让他们带着老婆孩子先回路边饭铺，
自己一个人徒步往回，边走边看。虽说是正午时

柬埔寨游记（一）

把我逼疯了！这里确实给了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分，但鸟况还是可以的，只是天太热，看起鸟来辛
苦很多。我想如果10点前鸟况会更好，赏起鸟来会
更舒服。沿着堤坝经过长满睡莲的浅水区，来到宽
阔的深水湖面时，终于感到累了、渴了，赏鸟的精
神大减，于是给司机发短信，让他骑摩托接我。

在饭铺吃了当地鲜美的烤鱼，司机问还往另个
方向去不，8KM远。我说去看看吧，简单熟悉一下
环境，再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看到鹤。这一边的状
况大不同，堤坝基本是光秃秃的，但稻田里有新种
的秧苗，绿油油的，里边可以看到白鹭，还有刚灌
浆的地，里边则有黑翅长脚鹬等觅食。农夫在田里
忙碌，儿童则光着身子玩耍。我特别留意那些白色
的鸟，希望奇迹可以发生。不过这样的生境，我想
在晨光下，更容易看到它们的美丽身姿。

柬埔寨是一个有众多古代文化遗产的国家。我
这次来到的地方是古迹最集中的城市＿暹粒市。

巴肯山被称作吴哥三圣山之一。上巴肯山路途

隐藏在密林中的宝塔;在第二层平台上能看到波光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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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令下，士兵们纷纷你挡我杀。这边士兵把敌人
踩在脚下，正举枪准备刺杀；那边大将军站在马上
弯弓搭箭，武功十分高强。这场战斗打得天混地
暗。最后，左边的军队渐渐不行了，被右边的军队
杀得落花流水。

我知道了崩密列是在战争中被地雷炸塌的，因为战
争这个国家才很贫穷，小孩子吃不饱饭，所以大家
一定要爱护和平

女王宫和吴哥寺的浮雕体现得多么生动、雄
壮。它们的美丽我说也说不尽，写也写不完，请大
家亲自去细细游赏吧

中有两层观景平台，站在第一层平台上能看到一座

柬埔寨游记（二）

粼的西池和远处的暹粒国际机场。巴肯山山顶是一
个广场式的大平台，平台正中央是高耸入云的巴肯
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能上到巴肯寺的最高

女王宫和吴哥寺的雕刻是所有寺庙雕刻中的精
品，是举世无双的。

处。但是，我看到了最美丽的一瞬间：落日的余辉
照着用红砖建造的巴肯寺，把巴肯寺染得金碧辉
煌。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巴肯山，这次我是登上了巴
肯寺的最高处远眺：吴哥寺在密林中跟我捉密藏；
飞机像大鸟一样一架接一架起落在暹粒国际机场；
顽皮的太阳在云中若隐若现；暹粒市区像一朵美丽

【 简 单 攻 略 ： ATT保 护 区 位 于 班 迭 棉 吉 省

的花儿在绽放。花儿朵朵，绿树成阴，百鸟齐唱，

Phnom Srok地区，距离暹粒约100KM，小汽车用

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才让古老的巴肯山恢复了以往

时 不 到 1个 半 小 时 ， 4人 以 上 可 参 加 Sam Veasna

的青春！

Center（ www.samveasna.org） 组织的一日游，

在石头墙上！还有小孩找我要钱，追着我跑，都快

风凛凛，样子不可一世。战争开始了，两队的将军

女王宫门前是一条用红土铺成的长长的引道，
就像一条红色的地毯，把我带进了栩栩如生的神话
世界：瞧，威风凛凛的迦鲁达正骑在那迦的身上，
而卡拉则大口地咬着那迦的尾巴；可怕的魔王用八
只手上下飞舞，吓得狮子和大象拼命往边上躲；那
边毗湿奴神把阿修罗打倒在地；美丽的飞天仙女带
着精致的耳环，腰上还绕着一串串珍珠……

吴哥寺有一条护城河围绕。走过用那迦蛇做扶
手的桥，就到了吴哥寺的大门。门里也有一条长长
21

柬埔寨游记（三）
“ATT”保护区在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的两旁，
一边是湿地，一边是个大水库。这样的环境引来了
许多的大鸟小鸟。

看看我们有没有要伤害自己的宝宝。

返回时，所有的鸟儿都来送别：草鹭注视着我
们远去，鸬鹚和小鸬鹚在天空盘旋，向我们告别；

我的澳洲自驾观鸟行

蜂虎和池鹭一直把我们送到码头；鸟儿们欢乐的叫
声好像在欢迎我们下次再来。

【文/图:BLUESTAR/脚步】

沿着小路往保护区深处走，不时传来紫水鸡的
叫声，常常有受惊的栗树鸭从天空掠过。湿地边
上，开放的荷花飘来阵阵清香，大树打开了绿伞为
我们遮挡太阳。有鸟儿忽然飞起，在天空盘旋一会
儿又在树上降落。草鹭借着绿草丛的颜色作掩护，

“ATT”保护区和洞里萨湖保护区真是树多，鸟
多，环境好的保护区呀！

计划了快半年的澳洲房车游总算顺利成行，成功归来
了。行程攻略分享如下，供以后有机会去澳大利亚自驾观
鸟的鸟友参考：

等待时机抓鱼，它突然飞起，把我吓了一大跳。远
处一树的鹳打开了粉色的翅膀在树上休息。鸟儿、
荷花、绿树为“ATT”保护区增添了几分生机！

洞里萨湖保护区非常大，湖上有两个水上村
庄。水上村庄里还有水上超市、水上加油站、水上
饭店。当然还有水上学校，不过水上学校只有教室
没有操场，孩子们下课的时候只能去游泳或者去划
自己的小船。

洞里萨湖保护区的鸟儿非常多，把船拴在芦苇
丛旁边，就能看到灵巧的蜂虎和朱背啄花鸟。草鹭
一动不动地站在树上。在通往水上观查站的路上，
要穿过一片带刺的丛林，我们的船要很小心地通
过。钳嘴鹳、蛇鹈、鸬鹚和小鸬鹚不时从天上飞
过。蛇鹈常常在天上盘旋，让我给它照特写。水上
观查站到了，抬头往上望，一座简单的树屋依靠着
大树而建。观查站有三层，第一层是工作人员休息
用的。小心翼翼爬上第二层，看到近处、远处的树
上全是白色的钳嘴鹳和它们的“家”，还有可爱的
钳嘴鹳宝宝。在第三层看才壮观呢，钳嘴鹳妈妈在
给宝宝喂食吃，而鸟爸爸则不停的飞出去找吃的东
西。它们还常常在我们头顶上飞，好像盯着我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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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4周2

2012/7/27周5

D1

D4

飞机晚点半小时11：00到达悉尼机场。在

早 起 晨 境 美 得 很 ， 今 天 由 Cessnock到

机场买了yes optus 的40澳币套餐卡（30天无

Port Macquarie南 边 小 镇 Lake Cathie，

限制澳大利亚国内电话和短信，3G无线上网流

200km。途径Port Stephen（没去）、主要在

量）。Bird接我们在机场附近观鸟，中午12点

Myall lake National Park, Great Lakes沿 海

半提车，到市区Centennial Park停车。然后

的Seal Rocks灯塔，Forster附近的沿海等地观

超 市 补 给 ， 吃 饭 。 下 午 就 在 Centennial

鸟。晚上在Lake Cathie的Wool Worth停车场

Park观鸟。下雨天，4点就觉得昏暗了。第一天

过夜。

到澳洲，驾车不太习惯，不想在悉尼多呆，5点
2012/7/28周六

多出发往蓝山。7点多到达小镇Springwood，
就在那边火车站洗漱一下，找地方睡觉。第一

D5

晚好冷啊。
早上沿海到Port Macquarie。市内海边
2012/7/25周3
D2

有个Sea Acre nature reserve，这里面积不
算大，不过已经是现存最大的几个海滩雨林
的保护区之一了。中午出海观鲸，下午离

早上5点多醒了出发，很快到Wentworth
Fall， 绕 falls RD观 瀑 布 ， 在 那 边 的 徒 步 道 观

开 ， 到10km外 的 营 地 住 宿 ， 营 地 环 境 非 常
好，很多鸟。

鸟、野餐地吃午饭，很惬意。经过在Leura 、
2012/7/29周日

katoomba感觉非常商业化，游人多，停车费
奇高，于是路过走人。下午到Blackhealth观

D6

鸟，晚上就在Blackhealth加油站过夜。
早上在营地附近观鸟，然后沿太平洋1号
2012/7/26周4
D3

路北上，中午到South west rock观鸟观景，
然 后 继 续 北 上 转 78号 Waterfall way路 到
Dorrigo Np。下午3点多，天色已经暗了，所

行车Bell line of road，天气不是很好，大
风大雨。过植物园时天气尤其糟糕，只能走

以就走了停车场附近2公里环线观鸟。晚上住
公园停车场。

人 。 88km到 Richmond， 天 气 转 好 。
Richmond到 Singleton， 69号 路 穿 国 家 公 园
wollemi NP 181km， 途 径 小 镇 Colo很 多 水

2012/7/30周一
D7

果。最后到Cessnock猎人谷。晚上在猎人谷加
油站过夜。

上午在Dorrigo NP观鸟，然后出发走瀑布
道到Ebor Falls观鸟，Ebor falls景色不错，鸟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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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咋的。沿瀑布道向东返回一段路转Armidale

Park另一个入口O’Reilly，途径酒庄，买酒

到路进去，大部分路都是土路我们的车没法

RD往 Grafton，然后到 Yuraygir Np，晚上住

喝，还收了鸟种。到O’Reilly的路又窄弯又

进。后来在Dubbo的信息中心拿到当地观鸟路

公园Minnie water露营地。

多，不好走，但是景色非常美。这里的鸟不怕

线图，选择其中沿39号路南下到Peak hill的几

人，容易看到，因为山庄主人花了十几年喂野

条观鸟路线，小有收获。之后到 Parkes，在信

生鸟，现在人与鸟和谐得很。晚上在国家公园

息中心拿了当地观鸟线路图，找了个不错的营

露营地住宿。

地，买了一斤鳕鱼做晚饭。晚饭后还见到了澳

2012/7/31周二
D8

洲小型有袋类——负鼠（POSSUM）。营地不
早上在Minnie water营地鸟语中起床，正是日
出前一刻。观鸟后做了早餐，再开车看鸟。途

2012/8/3周五
D11

中去了Wooli小镇，再走小路回到一号公路，

错，我们住得越来越舒服。晚上认认真真对着
Google star又看了遍星空。没有光害的星空真
美 啊 !南 十 字 ， 天 蝎 座 ， 牡 夫 座 … 土 星 ， 火

农场鸟况超级好。下午到Iluka小镇观鸟，也有

今天改了计划，没去Border Ranges NP，而是

星……南天银河…睡在这样的广袤星空之下，

收 获 。 到 了 Bundjalung鸟 况 一 般 ， 在

直接走Warwick到Goondiwindi，进内陆。在

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Bundjalung和Iluka之间有个lookout，那边看

距 离 目 的 地 110公 里 的 地 方 ， 有 个

海鸟和海边的猛禽都不错。下午直接北上4点到

Coolmunda湖 ， 我 们 就 直 接 去 了 湖 边 营 地

了Byron Bay，到处停车都收费还不能过夜，

住，在湖边观鸟。鸟况很好，新增11种。

2012/8/6周一
D14

果断离开，到了个小镇Mullumbimby，在公共
2012/8/4周六

停车场过夜。
2012/8/1周三

D12

早上在Parkes根据当地的观鸟线路图去了
几个点，都有收货，很好。内陆景色迷人，到
处是良田。油菜花田和麦田一个黄得耀眼，一

早上出发到Goondiwindi，这里很不错，

个绿得心醉。途径Condobolin有好多橙子。

在澳洲，稍微大一点的镇子都有信息中心为游

下午到了Lake Cargelligo。观鸟观景都很好，

今天一早，到默伦威巴，然后再取道沃宁

客服务，有免费地图，各种纪念品和当地特

可惜手机没有信号。晚上湖边露营。

山公园。没有登山，下山后去Nightcap Np，

产，有些信息中心的东西挺好。继续边走边观

不知是否走错了路，反正当地人告诉我们进不

鸟过Moree到Narrabri，晚上到澳洲天文之都

去，澳洲国家公园都有很多入口，且公园内部

Coonabarabran。天文之都星空名不虚传！

不能全部贯通，所以有时候找地方很麻烦。晚

我看到了南半球的银河，好美啊……(没带脚

上在默伦威巴过夜。

架，只能把美丽星空留在脑海…)

D9

2012/8/7周二
D15
早上湖边晨景太美了。一路观鸟到
Griffith，沿途也收了新种。Griffith也有战争

2012/8/2周四

2012/8/5周日

D10

D13

纪念碑。到达信息中心拿了当地观鸟线路，
就去了湖边，两个湿地和附近国家公园观
鸟 。 都 不 错 ！ 下 午 在 去 Leeton， 晚 上 在

26

早起出发走97号路进入昆士兰境。先到

早上到内陆比较有名的Warrumbungel国

Natural bridge NP观 鸟 兼 看 虫 子 。 季 节 不

家公园观鸟。这里景色、鸟况都不错。但是好

对，会发光的小虫子还没有诞生……继续前行

冷啊，到处都是霜，早上到10点都是冷死人

到Lamington National Park的Binna Burra稍

的 。 之 后 出 发 去 Dubbo， 本 来 准 备 去

微 徒 步 ， 午 饭 后 到 Lamington National

Dobbo附近的Goonoo State Forest但没有找

Leeton住营地，因为到得太晚，早上走得太
早，就蹭了一晚！
2012/8/8周三
D16
27

D19

在Leeton湿地，公园等地观鸟，顺路下到

也不好找地方露营，于是住营地。这家营地是

2012/8/12周日

我们住过最温馨的一家，有个漂亮舒适的起居

小镇Narrandera并在附近几个地方观鸟。收获
挺大的，环境也是一样的好！下午赶路165公
里到了小镇Chiltern。下雨了，所以今晚住营

Naracoorte往南在到达Penola之前是南

园，其中不乏知名的
2012/8/9周四

Rymill、 Wynns等 。
我们在各个酒庄

D17
上午在Chiltern观鸟，鸟况真好啊，不愧

室。

澳著名红酒产地之一的Coonawarra。这
里有上百家酒庄，成片的葡萄

地方便做饭。

D20

品酒，很舒
服！下午

早上观景后出发到了海边小镇

2012/8/13周一

Beachport。因为是周日所
以到处关门，但是这里

D21

有美丽的海岸线和
到处盛开的野
花。下午

早上在MT Gambier的Blue lake景区观鸟
观景。这是几个火山形成的湖泊，有些已经干
涸成为盆地。还挺好玩的。之后去了海边小镇

是十大观鸟地哦，信息中心拿到的观鸟路线也

Port McDonald和Nelson，最后到达维多利亚

是超级详细好用，不过要走的路好长，只能选

的海滨城市波特兰Portland。路上还见到鸸鹋

其中一些走走。下午一直赶路，多走一百公里

夫妻，真是太好了!下午去Cape nelson state

越过Bendigo到ST Arnaud小城，住房车营地

par转 了 下 ， 天 气 不 太 好 ， 没 徒 步 。 晚 上 在

超便宜，才10刀，小山上俯瞰全城。风太大，

Portland信息中心停车场住。

不好开火，只好吃蛋糕了。
2012/8/10周五
2012/8/14周二
D18
D22
早起，赶路,星空好美。西边，比悉尼天亮
早 上 在 Portland的 海 港 ， 看 到 了 两 条

晚，等会儿到了南澳，时间还要拨早半小时。

Southern right Whale。 之 后 出 发 到 附 近 的

途径小镇Murtoa，做早餐，鸟况非常好，又多

Bridgewater走观景路，徒步，观鸟。下午出

了两种小鹦鹉，太幸福了！途径小镇

发往东，傍晚到达仙女港Port Fairy。在小岛

Dimboola，这里也是小沙漠公园入口之一，

Griffth上徒步观鸟，幸运见到两种信天翁，还

好多好多鹦鹉。下午到达南澳城市

看到了鲸。晚上在仙女港海边露营。

Naracoorte，到附近的Bool lagoon和hacks
lagoon观鸟，这两个都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南

2012/8/15周三

部澳洲鹤的主要栖息地，别的南澳水鸟也比较
丰富。晚上在湖边露营。鸟多但种类不多，距

离开Penola到

离远，需要单筒，否则很难定种。冬天鸟类可

Robe， 在 小 小 海

能大多迁徙到北领地和北昆士兰了，南部看水

角看无限海景。我们又

鸟还是要夏天才好吧。

从内陆回到了海边!晚上在灯
塔下露营，如愿拍到了南十字星和

2012/8/11周六

28

南天空的银河

D23
离开Beachport，
本想在小城Millicent买
食物，谁知 Woolworth周日
不开门 !只好再驱车 60Km到了大城
MT Gambier。买完东西天已经黑了，大城里

早 上 在 Port Fairy的 Griffith lsland走 了 一
圈，没有再见到鲸，但看到很多沼泽沙袋鼠。
后来到Tower Hill看到考拉，鸸鹋，可惜天气不
好!中午到了瓦南布尔，对那里感觉不太好，午
饭后开始走大洋路。先到了Cheese工厂，正

29

2012/8/19周日
D27
菲利普岛西边游玩，观鸟，徒步，到处
转。中午回营地煮饭，下午继续。晚上还在同
一家营地住宿。
2012/8/20周一
D28
上午菲利普岛东边观鸟游玩，中午到 St
Kilda，墨尔本附近的海滩。没想到这里停车如
此 困 难 和 昂 贵 ， 出 了 不 少 小 插 曲 啊 … … ST
Kilda附近没有营地，看完小企鹅，不想太折腾
我们选择了附近一家Comfort Inn，标间100澳
好碰上免费试吃，味道不错。之后大洋路上各

今天是到澳洲以来天气最差的一天。早上

元。房间相当舒适，一楼还有个漂亮的Living

点观景，确实很壮观。傍晚到12门徙看日落，

直到快十二点了都是厚厚的阴云，还不时下

Room。小旅馆一共十八个房间，每间各有特

运气很好。晚上在Port Campell住营地29刀，

雨。离开阿波罗湾，继续走大洋路到

色，是一栋老房子改建的。

是这次行程最贵的一次了。

Anglesea，看了灯塔，没看到袋鼠，直接离开
大洋路，去墨尔本附近的丹德农。下午天气依

2012/8/16周四
D24

然不太好。在丹德农几条主路转了转，走了几
条短徒步路径。这里的环境太好了，住这里的
人太幸福。我们在这里的徒步小径见到了华丽

早上再去十二门徒看日出，因为冬天日出

琴鸟。

几个观景点都走了一下，景观壮丽，很好! 中午

D29
早上把车停在旅馆，就出门散步，到处转
转。走路就走不了太远，主要在墨尔本的

偏北，所以是看不到晨光照到十二门徒的。八
点半之后阳光才照过来。上午把十二门徒附近

2012/8/21周二

2012/8/18周六
D26

到了奥特韦Outway国家公园，不为灯塔，为

Toorak闲逛了下。打电话给机场巴士公司定了
下午到机场的公交车，午饭后还车，房车还车
时间太早，两点之前必须还。还车之后没啥可
干，又不想再去市中心折腾，就直接去了机

了看考拉!这的考拉好多，但是都在睡觉。我们

早上在丹德农徒步观鸟，很快又下起大

场，定的公交到还车点接，直达机场15刀一

看 到 了 带 BB的 考 拉 妈 妈 。 下 午 到 阿 波 罗 湾

雨。中午出发往菲利普岛，菲利浦岛环境很

人，很方便。墨尔本机场设施很好，但是去太

Apollo Bay就不想走了。找了一家很舒服的营

好，什么都有一一考拉，袋鼠，小企鹅，海

早也麻烦，所有航班都是提前3小时才check

地住了下来，观鸟，看海，很悠闲。

豹，酒店，高尔夫，骑马，酒庄，农场，巧克

in，禁区里面舒服得很，外边一般。

力工厂…当然价格不菲!免费的公园徒步道和海
2012/8/17周五
D25

滩也不少，所以花钱少也一样玩得好，同样它

澳洲观鸟鸟种记录，还有几种没有确认
的，请参考鸟会论坛。

也是观鸟的好地方。晚上住了一家四星营地，
条件很好哦，因为是淡季所以只要20刀。

30

31

是横跨沱沱河网状河床的青藏铁路：
2012/4/25

日期
人员名单

十数只赤麻鸭分散在几个小水泡里外，并没有找到大
阴转晴

天气

孙建军、寒梅、吐旦、钟明超、卢高峰、曹赤、生鸿飞、易融、朱琬冰、
董江天、杨红阳，媒体：佘辉（长江日报）、陶轲（成都商报）

信号情况

上传60k
下载10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帐外温度

-4至6度

帐内温度

15度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见到的动物

已报到

部队的踪影。根据下午斑头雁小部队陆续飞离的方
向，我们猜测班德湖水经过扎木曲汇入沱沱河的河口
湿地，有可能是斑头雁大部队下午觅食和夜晚的休息

斑头雁、赤麻鸭、黄头鹡鸰、角百灵、棕背雪雀、红脚鹬、白腰雪雀、
鼠兔、棕头鸥、赤麻鸭、藏原羚等

地。

其他活动

2012

24日的班德湖区斑头雁同步调查活动中，第二
组调查员在11：00－12：00期间观察时发现，位于

斑头雁守护行动日记（连载一）
【文/图 ：麦茬】

湖区东部的电信机站所在地山头与湖区南部的一号调
查点之间，有一片水域隐藏在河谷中间。经调查员核

截至25日调查鸟种记录共16种，分别为：斑头
雁、赤麻鸭、棕头鸥、黄头鹡鸰、角百灵、凤头麦
鸡、亚洲短趾百灵、褐背拟地鸦（又名褐背地山
雀）、黑颈鹤、赤颈鸭、针尾鸭、赤膀鸭、红脚鹬、
黑尾鸥、白腰雪雀、棕背雪雀。

对，这里为一号调查点的盲点，而二号点位于湖区北
今天的营地帐篷有个大变动。我们把帐内的结

岸，也无法点算这个区域的水鸟数量。

构重新调整了后，用电信公司运送设备的木板为
小结会议讨论决定，25日（今天）的同步调查
将位于湖区东南的河谷确定为四号调查点。调查时间
前言
我在参与这个活动的个人介绍中是这样写的：
来自深圳的观鸟者，观鸟十年，仍在继续中。在参

斑头雁是一种迁徙鸟类，我国主要是在青藏高

由于新增的四号点环境不明，一组及四组调查

藏南部越冬，一部份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迁徙到印度

员9：30出发考察地形，以便在调查时间之前确定调

及周边地区越冬。它是飞行得最高的鸟类之一。

查点。由于只有吐旦比较了解地形，在找到四号观察
点后，老曹留在四号点，吐旦更换到一号点。

中，我主要负责调查项目的设计、调查及报告。

目的志愿者，大致上分为三类：建站志愿者（工作地
在保护站）、斑头雁守护行动志愿者（驻守班德湖营
地）和“妇女生计项目”志愿者（唐古拉山镇）。
“绿色江河”的“长江源水资源保护站”位于
沱沱河大桥边，如果你走过青藏公路，就一定会记
得老的沱沱河大桥，那里的海拔是4500米。现在，
在大桥边建起的保护站外墙是水泥原色，到8月完
工后会是藏红色，很容易看到。
班德湖位于沱沱河大桥所在的唐古拉山乡镇以
西约三十公里，夏季丰水期的湖面与周边沼泽湿地
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湖中有两个岛屿，是斑头雁

台。佘辉的野外挂灯当工作照明，卢高峰不知用什
么手段接通了各部电脑的3G网络，数部电脑摆上台

原和新疆部分地区繁殖，秋季一部份短途迁徙到西

与“绿色江河”组织的“2012斑头雁守护行动”

2012年，参与“绿色江河”第二个民间保护站项

仍然定为11：30；11：45；12：00三次。

台，寒梅大夫拣的两袋牛粪为支脚，撑起一张工作

面，两张防潮垫加卫生卷纸做凳子，这就是我们的
大帐工作室。
卢高峰是个非常敬业吃苦耐劳的志愿者，在电
信信号微弱的时候，他抱着一部破电脑和手机，沿湖

“绿色江河－2012斑头雁守护行动”以斑头雁
保护为主题，目的是了解班德湖及其周边区域斑头

调查设备为每组一部双筒望远镜，点算各点斑

埋头测试，每到信号较明显处便用周边搜集的牛粪堆

雁繁殖的种群数量，以及通过牧民参与方式，杜绝

头雁数量，并详细记录在各调查点之间飞离或飞来的

积出占地约一平方米的十字标记，以便对岸山包上的

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捡拾鸟蛋行为，以保护斑头雁及

数量和时点。

电信工作人员进行方向矫正。寒大夫，这位史上最敬

其他水鸟栖息地，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
态。

业的牛粪专家，已经将我们目力所及范围内超过拳头
经过23、24两日的点算实习，今天四个调查点
的统计进行得非常顺利，斑头雁最高数据454只，综

4月21日凌晨5：30，我和另一位西宁的志愿者
老孙乘火车经青藏铁路，到达沱沱河站的保护站
（一天只有一班火车停靠这个小站），22日随第一
批志愿者来到班德湖搭建营地帐篷，22、23、24日
对湖区进行了初步考察，并根据实地情况重新调整
调查计划，4月25日开始，每三天一次进行斑头雁同
步调查。
站在沱沱河大桥上看，保护站是个z字型，背后

合后数据如下：
时间/调查点

一号点

二号点

三号点

四号点

总数

时间/调查员

董江天、
吐旦丹巴

佘晖、寒梅

卢高峰、
钟明超

孙建军、曹赤

8人

11:30

205

47

12

190

454只

11:45

198

42

12

196

448只

12:00

168

47

11

201

427只

大的牛、羊粪全部收集完毕。一个个寒式牛粪袋在大
帐外堆积成小山，而所有卢高峰同学原创的牛粪信号
标记，也全部被韩大夫收入囊中。
高原上的角百灵很友好，因为高原的原住民从
来不伤害它们。我们的镜头引发了这只雄性角百灵的
好奇心，它最后终于忍不住飞过来研究我们手里的镜

今天的观察中，仍然未能探明这四百多只斑头
雁下午到哪里停歇。下午15：30，一号点和三号点

头。当我们把自己当作大自然的小小份子时，终于再
也分不清是我们在观察它还是它在观察我们了：

调查员从湖区北部绕到电信机站山脚，试图找到斑头
雁下午及夜晚主要的栖息地，但除了几十只斑头雁和

22日刚到营地时，十几个人一起动手搭帐篷。

喜爱的繁殖地。
32

33

这顶营地大帐篷将成为我们的主卧室、厨房、会议
室......（插图）

4月26日，晴转阴
2012/4/26

日期
人员名单

今天的四号点考察结果显示，斑头雁并非我们
天气

晴转阴

孙建军、寒梅、吐旦、钟明超、卢高峰、曹赤、生鸿飞、易融、朱琬冰、
董江天、杨红阳，媒体：佘辉（长江日报）、陶轲（成都商报）
未报到（准备来访时
联络过，因吐旦出外
工作取消了）

来很厚，看不透冰层下面是否有水草。我们的一号
和四号调查点在湖对岸，我们就将在这样美美的湖
边守候斑头雁：（插图）

号和四号点之间有两个湖湾是盲点，此前没有统计，

上传60k
下载5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帐外温度

-4至6度

帐内温度

18度

这两个湖湾的斑头雁数量大约在50－100只之间。吐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旦和麦茬对河谷的考察发现，从四号点无法跨越小河

斑头雁、赤麻鸭、黄头鹡鸰、角百灵、棕背雪雀、红脚鹬、白腰雪雀、
鼠兔、棕头鸥、赤麻鸭、藏原羚等，另有某雕待确认

其他活动

50米。走到岸边，草是干枯焦黄的颜色，冰面看起

延起伏的草场和洼地间停栖。老孙的探索说明，在一

信号情况

见到的动物

营地大帐篷驻扎在班德湖北岸，距离湖边约

想象的飞往湖区北方的河网歇息，而是在湖区南部绵

到达机站所在的山脚。因此，28号的同步调查需要
新增5号调查点（位于一号和四号之间）。

前几天，我们的晚饭时间在20:00点左右。营地

截至26日，班公湖鸟种记录共 22 种，今天新

需要使用汽油发电机为设备充电，一块太阳能板蓄

增记录为：绿头鸭、红嘴山鸦、渡鸦、红隼、棕颈雪

电提供照明，一般在11点前睡觉。不知为何，大家

雀、大鵟。

都觉得胀气，晚上8点吃饭也感觉睡觉时还是饱饱的

鼠兔的天敌之一：大鵟，是班德湖周边最常见

不舒服。在孙大厨的建议下，从今天开始，营地的

的猛禽。大鵟喜欢站在小土包上，等待某只疏忽大意

伙 食 调 整 为 一 天 两 餐 ， 分 别 安 排 在 9： 00和 18：

的鼠兔从洞口探出头来。人说狡兔三窟，这鼠兔的洞

00，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备餐时间和拉开晚餐与晚
觉时间。

这个湖湾位于班德湖的西部，需要步行1小时
左右才能到达位于对岸的一号调查点，而四号调查
点则需步行2小时左右。这辆吉普车是我们的调查项
目专用交通车。白色的大帐篷在蓝天白云之下，很
安详；我们在班德湖边，小小的，为着她的美而感
动......（插图）

穴那才叫一个壮观。千百年来总结的生存策略教会它
班德湖通往扎木曲的小河已经开始解冻，渔鸥

们，需要多挖几个洞口以便逃命。班德湖边的鼠兔喜

虽然不是调查日，但我们在前三天的观察中发

和棕头鸥在两米宽的河水中觅食。一条二十五公分长

欢找一个小土堆，在一侧挖个洞口，时常站在洞口观

现，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开始，位于湖中的几个小岛

泛着红光的裸鲤被几只渔鸥撕抢着却并没有吃掉。鱼

望，大概是觉得这样子至少背后是安全的吧。大鵟技

和沿湖的半岛上，都不见了斑头雁的踪影。为了了

儿受了伤，携夹着血水挣扎入小河怀中不见了踪影，

高一筹，看准了鼠兔的这个习性，便安静地站在土包

解这近500只斑头雁的行踪，我们决定今天到湖南岸

鸟儿们也不去追赶……

后面守株待兔了：

（营地在北岸）再详细考察一次。

今天的温度明显回升了，冰雪融化的速度也明

4月27日，晴转阴，下午短时有冰雹

早餐过后，四号调查点由老孙、老陶、吐旦和

显加快，一洼一洼的清水从沙山脚下渗透出来，沁润

日期

麦茬一起开车到了湖对岸，老孙、老陶负责拍摄，

着湖岸散布的塔头，嫩绿的小芽儿羞怯地从枯草丛中

人员名单

吐旦和麦茬负责考察地形；三号调查点由卢高峰、

冒出头来，尽情呼吸生的气息……

钟明超带着刚到营地报到的朱琬冰、易融熟悉三号
调查点地形。

下午约四点左右，两个大队考察人马都回到营
地。看起来大家都有点饿了，我们决定稍作修整后开
始准备晚餐。多用的工作台变身为超级案板，大家围
坐四边齐齐动手。老孙此时便象个将军一般在大帐厨
房中发布号令，一顿羊肉白菜馅和红糖花生馅儿的包
子和着番茄青菜汤被同学们有序地消灭殆尽……晚饭
后，微风中、斜阳下，志愿者们三三两两或倾心交谈
或湖边嬉戏……这一切都被杨红阳的摄像机悄无声息

2012/4/27

天气

晴转阴，有短时冰雹

孙建军、寒梅、吐旦、钟明超、卢高峰、曹赤、生鸿飞、易融、朱琬冰、
董江天、杨红阳，媒体：佘辉（长江日报）、陶轲（成都商报）
三位执勤牧民到访，吐
旦接待（昨天下午也已
到访，由韩大夫接待）

信号情况

上传60k
下载1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帐外温度

- 6至10度

帐内温度

1 0度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见到的动物

今天新增鸟种记录三种

其他活动

今天上午老孙和陶记者仍然蹲守四号点拍摄斑
头雁在冰面起降画面。生老师带领另外一组队员跟随
熟悉四号点地形，吐旦和杨红阳留守营地大帐。中午
回程时生老师车辆在湖西陷入泥沼，经营地中转联络

地记录下来……
34

35

老孙救援。几番周折，于下午15：30左右两车安全

多。渔鸥抓的是大鱼，但并没有吃掉，似乎是在给身

座，卢高峰和吐旦就只能坐在车斗里了。车行到湖西

这时候乌鸦会来伺机抢食；最后来的才是胡兀鹫，它

返回营地。

边的几只未成年小鸟示范捕食技巧。而棕头鸥则啄食

草原，四只头顶长长犄角的羚羊出现在地平线上。老

们喜欢吃骨头。

小鱼儿，互相追逐鸣叫，挺闹腾。这只便是被渔鸥捕

孙一声“藏羚羊”，停车、驻目相送，三大一小藏羚

捉到后又丢弃在岸上的裸鲤（插图），吐旦拍完后，

羊向着北方飞奔而去….

董江天和卢高峰于上午10：00出发，从湖区北
部数个小湖泊绕行（步行）至电信机站所在山坡，经
过四号点所在的河岸向南在半坡观察班德湖全貌及沱

帮助它回到了水里：

三、四、五号点之间的对讲机联络仍然时断时

沱河口生境，于下午16：30原路安全返回营地。

续，需要经过营地中转信息，大概是因为隔着几个沙
丘的缘故。统计顺利地进行，一点左右，全部队员都

这一天的考察及拍摄活动中，与昨天鸟况略有

安全回到营地。统计结果如下：

不同，主要是四号及五号调查点的斑头雁数量约为昨

时间/调查点

一号点

时间/调查员

董江天、
佘晖、
卢高峰

天的1/2，鸥类更为少见。在三号点以北的数个小水
泊中，则停歇了不少斑头雁、赤麻鸭及其他鸭类。
今天不是正式的调查日，但在生境调查过程中

4月28日，晴转阴

新增鸟种记录 3种：胡兀鹫（ 2只）、凤头 PT（ 3
2012/4/28

日期

只）、凤头潜鸭（2只）。截至27日，班德湖鸟种记
人员名单

录为25种。

天气

上传19k
下载1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吐旦接待到访牧民

帐外温度

- 6至10度

帐内温度

1 0度

在湖区北部的小水泊中。昨天和今天的观察没有再见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到凤头麦鸡等几种水鸟，分析原因有可能是这些鸟种

见到的动物

只是路经此地作短暂停留，也有可能是我们受地形和

其他活动

调查员数量所限，未能详细统计等因素。

黄羊27只、藏羚羊4只、沙狐1只

四号点

五号点

总数

钟明超、
易融

孙建军、
陶秀才

吐旦、
朱琬冰

11人

4月29日，晴
曹赤、
韩梅

日期

11:30

260

48

14

95

25

442只

11:45

260

61

14

96

41

472只

12:00

174

42

26

114

52

408只

人员名单

截至 28日，班德湖鸟种记录新增一种为白鹡
鸰，共计26种。
下午，陶秀才的胃病越发严重了，晚饭几乎没
吃，韩大夫只好给他打吊瓶了。风流倜傥的秀才此时
没精打采，只能躺在通铺上任由大夫摆布了。
保护站总部来电话，要求每位志愿者写一份自

当斑头雁从上空鸣叫着由北向南飞过，我们就

我介绍及特长和感想，小朱的特长是唱歌，触发了大

班德湖最常见的鸥类是棕头鸥，在翅膀尖上有

知道这时是清晨的6点多了。晨曦微露，班德山被浓

家的灵感。于是乎，唱歌的、绕口令的、教方言的、

个小白点儿，当它在空中飞翔时非常显眼。这是它和

浓的云层围绕着，只透露山顶的一抹焕彩。淡淡的沙

唱戏曲的，轮流为秀才献技，秀才躺在地上手上打着

红嘴鸥区分的最明显特征（插图）：

丘、冰雪剔透的湖面，灰蓝的天空下，我们的帐篷袅

点滴，乐得合不拢嘴了……

袅地升起炊烟，这是老孙生火烧水预备早餐了。
今天是斑头雁统计日，陶秀才的胃仍然不舒
服，吃了药也不见好转，但还是坚持和老孙负责四号
点的统计。易融和朱琬冰是新来的志愿者，分配到三
号和五号点，跟着已经有统计经验的钟明超和吐旦学
习野外计数。

在河谷调查时看到，棕头鸥与渔鸥混群一起在
河边等待捕食鱼类，棕头鸥比渔鸥的个头明显小许
36

三号点

2012/4/29

天气

晴

孙建军、钟明超、卢高峰、朱琬冰、董江天、杨红阳
三位执勤牧民到访，吐
旦接待（昨天下午也已
到访，由韩大夫接待）

信号情况

上传19k
下载1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帐外温度

- 6至10度

帐内温度

1 0度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见到的动物

今天新增鸟种记录三种

晴转阴

孙建军、寒梅、吐旦、钟明超、卢高峰、曹赤、生鸿飞、易融、朱琬冰、
董江天、杨红阳，媒体：佘辉（长江日报）、陶轲（成都商报）

信号情况

胡兀鹫出现在班德山方向山头；两种潜鸟出现

二号点

娱乐项目结束，发电机一关便鸦雀无声。营地
的夜晚静悄悄，不需多时，便呼声四起……
高原上常见的食腐猛禽之一胡兀鹫，有着梭形
的尾巴，很容易与其他猛禽区分开来。长在眉毛处的
羽毛长长的掉到嘴边，好像两撇胡须。家在青海的观
鸟喇嘛扎西曾经说，他仔细观察过：当动物死去后，

按照昨天的演练，老杨依旧驻守大帐，生鸿飞

最先来到的是秃鹫，因为它的爪子和大嘴最有力，能

机动，其他队员领到各自的任务。10点整，一号、

够撕开动物的皮毛，它们最先享用大餐；跟着来的是

四号、五号点调查员共7人开皮卡车出发。皮卡五

高山兀鹫，它们的数量最多，负责吃掉剩下的腐肉，

其他活动

天，朦胧着发出微蓝，远处的班德山没有云彩
围绕，也没有阳光的温暖，但空气中却并没有寒冷的
感觉。
和着斑头雁的呼唤钻出帐篷，瞄一眼西北角的
茅坑，铁锹立着……没有搞错吧？是哪位神圣这么早
就起来蹲坑了？等了一会儿，没动静……罢了，先洗
漱吧……
天空渐渐亮了起来。大帐的牛粪炉子生起了
火，炊烟袅袅让负6度的空气温暖起来，沉静一夜的
营房顿时就活了。
准备吃早餐了，终于有人忍不住问：“谁蹲坑
蹲那么久啊？”面面相觑之际，点一遍人头，都在
啊！终于有人站出来喏喏道：“我错了，是我忘记
把铁锹放倒了”……一片哗然……我们的临时茅坑位
于帐篷背后、西北方向沙丘后面下陷的凹地，完全
原生态没有遮拦。一把铁锹用于挖坑填埋的同时也
37

作为标识，立在沙丘上说明有人在使用，放倒了说

关于吃肉的问题，还有个小插曲：算算我们扎

的高山协助，同时也是国内较早开始拍摄鸟类的老鸟

明没人，喜欢开小差的人有时候会忘记这个步骤……

营在班德湖边也小有十天了，虽然每天都没有什么剩

人。秀才（右，陶柯，镜头600mm）是成都商报的

菜剩饭，但洗碗水里还是残留了一点点食物残渣。且

摄影记者。两人志趣相投，形影不离，每天扛着大炮

不说前来觅食的角百灵、棕背雪雀、黄头鹡鸰等小鸟

巡湖：

今天，我们要欢送一批志愿者下撤到保护站。
生鸿飞、曹赤、易融、佘晖和韩大夫将离开班德湖
营地。
老孙给临行者准备的早餐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泡
制了，是一大锅八宝粥和大饼， 外加每人一个煎
鸡蛋。

儿种类越来越丰富，这两日来做客的动物朋友中赫然
出现了两只巨型渡鸦！
这天傍晚时分，孙大厨把大家召集起来，深刻
检讨：“我们剩下的最后一小块肉，怕坏了，挂在帐
篷外面……被渡鸦偷走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无肉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秀才还没有走出自己的

不欢的杨三哥：“没有肉可怎么办啊！对了，我可以

小帐篷。去问，他说没胃口，胃胀得难受。经过前天

去抓鼠兔”……小朱安慰老孙：“我们都改吃素吧，

的饥饿疗法和昨天的药物治疗后，未见任何好转，反

可以减肥”……老孙眼圈又红了：“你丫头连腰都没

而病情加重了。

有还减啥呀…..唉，都怪我”……

老孙当机立断，和保护站取得联系后，决定吐

白鹡鸰，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广泛分布的小型鸟

旦开车，韩大夫随同，将秀才送下去。秀才遥遥晃晃

类。这种鸟有好几个亚种：有些有黑色的过眼线，有

地来到大帐，他已经没有力气收拾行李。原计划坚守

些有黑肚兜；在西藏阿里的那个亚种，脸部几乎是全

到斑头雁出壳的他，刚上来几天就要下撤，很无

黑的，而班德湖的这只是白脸的：

营地背面的草原上，有一个塌掉了一半的小沙
丘，断壁上有不少鼠兔洞穴，褐背地山雀也喜欢在这
里活动。几天以来，原来冻结的沙土有部分融化坍
塌，一只鼠兔在洞口外死去了，样子很平静：

4月30日，风夹雪
日期
人员名单

奈……

天气

晴

信号情况

上传19k
下载10多k

牧民到访情况

阿布来报到

帐外温度

- 6至10度

帐内温度

1 0度

日出时间

7：25

日落时间

20：30

见到的动物

两辆车都走了（另一辆是成都商报的车），剩

2012/4/30

孙建军、钟明超、卢高峰、朱琬冰、董江天、杨红阳、杨欣、
周春、吐旦

藏原羚18只，鼠兔

其他活动

下6个志愿者留守营地。今天没有特别的调查任务，
醒来，感觉还很早。外面不知什么状况，小帐

留在营地的志愿者已经忙活了一周考察地势，感觉也
班德湖边的草原上，有不少动物的遗骨，羚羊

有点疲惫。

头、牦牛角和绵羊、山羊骨头随处可见。在我们的二
风悠悠地吹着，阳光暖暖地洒在帐篷上，喝一

号和三号调查点之间有一片看起来很平整的沙地，地

杯香浓的红茶，放一曲草原牧歌，是该休息休息了…..

面散布着十几只小小的遗骸。吐旦说，这是去年冻死

老曹，是武汉长江日报组织的“斑头雁守护
歇了一下午，一直沉思默想的孙大厨醒觉留下

行动”志愿者之一，被孙大厨封号为班德湖史上最卖

的志愿者吃素的多，于是烹制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白菜

力的揉面志愿者，我们前几天有包子吃，可少不了他

炒粉条，溜上醋和椒盐外加每人一个煎鸡蛋……卢高

的功劳。要知道，那可是在4600米，不比在平原干

峰捧着饭碗小声说：“上来以后第一次吃饱哦”……

活啊......

孙大厨顿时热泪盈眶：“我的孩儿啊，我对不起你
啊”……（此处略去数字）孙大厨是个责任心很强的
厨子，一直以来最自豪的便是，用有限的资源让志愿
者吃饱，这会儿可真是无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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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阿布（中间）家的帐篷就在班德湖西南角
的草原上，他和家人成为了守护行动的巡护员：

的小羊羔：

篷被吹得呼啦啦狂响，好像要被连根拔起一样，刺骨
的冷风掠过内帐的纱网钻进脖子里。以往每天早上都
是被斑头雁和赤麻鸭叫醒的，今天的morning call怎
么没有按时响起呢？它们没有来吗？连角百灵也不在
帐篷边唧啾呼唤了，这是怎么了？
细碎的雨点打在篷布上，和着风的韵律，听起
来有点不客气，但却很好听……与赖床的念头狠狠斗
争了一番，钻出帐篷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班德湖
不见了，班德山也不见了，绵延起伏的山丘都不见
了。这是一个没有层次没有变化的灰白世界，只有我
们营地大帐周边的几顶彩色小帐篷给这个空间带来一

老孙（左，孙建军，镜头800mm）是老资历

抹颜色。定睛一看，原来，空中落下的不是雨点，而
39

是黄豆般大小的冰粒子，落在帐篷上轻快地弹起来，
落在手上透心儿凉……

院子里的鸟

阿超来自广东，是那种实干型的志愿者，听说
下雪了便“哇——”的一声从睡袋里跳出来冲出帐
篷……

【文：青冈】

中午，吐旦拜访了牧民，也带来消息：贡布扎
小区的院子不算小，占地大概有6、7万平方米

者小朱是学地质专业的，于是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拜

左右，住户不多，房子分散着建在西围墙一带。这样

草坪上野草不少，野草多了，就生蚂蚱和虫，

访一公里外的扎西家……

院子里便有了足够多的空地，美中不足的是草坪占据

这样的天然大餐厅不可能不招徕鸟雀。光顾最频繁

大部分，好在稀稀落落地植了好些花木，也有那么一

者，是鸠鸽家族，也可以说，院子几乎就是它们固定

两株大乔木遮云蔽日。有树木就有鸟雀，尤其是在牙

的家了。你看，白天它们在院子里吃，晚上就睡在院

买加这样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下。

子里长满密叶的小叶榕上，又或许把巢也建在树上，

经小朱初步判断，是品质较高的云母，但云母
通常不会单独存在，与之相伴的可能还有其他矿产。
不过，与扎西及家人交流所得到的信息很少，并没能
让小朱判断出被偷挖的是否还有其他矿石。

北半球的隆冬季节，正是加勒比一年中最爽的
日子。几乎日日晴空万里，白云悠悠。若是上个夜里

下午及傍晚，我们例行在湖边观察鸟况。依旧

不贪黑，第二个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绕着院

是风加雨雪，离开帐篷几分钟便手脚冰凉，今天只好

子散步一圈，捎带着观鸟。我在书店买了一本Ann

提早收工了。不过，我们还是收获了两个新记录：赭

Haynes-Sutton等著的《Birds of Jamaica》，遇有

红尾鸲和白腰草鹬。截至4月30日，班德湖鸟种记录

不明鸟种，即拿出书来钻研一番，个把月下来，倒也

28种。

熟悉了居住区里的若干鸟儿。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
虽然一天雨雪不断，但气温还不算太低。到了

12月份的鸟儿来得最多，北美洲的酷寒把那些被迫

下午，草地上的雪粒子化得差不多了。但是，原来解

迁徙的鸟儿都驱赶到了加勒比。

不过我暂时还没发现。鸠鸽家族里面有两个牙买加特
有种，一个是白顶鸽，一个是白翅哀鸽。白顶鸽是个
黑家伙，唯独头顶一块发白，它们经常呆呆地蹲在院
墙上，若是受了惊，就飞到很高的树尖上去。有一
天，一只白顶鸽趴在门前的草坪上一动不动，我和女
儿走得已经不能再近了，女儿甚至可以蹲下来用手抚
摸它的翅膀。我说可能是白顶鸽生病了，女儿想要把
它抓回房间里去，正在我们说着的当儿，白顶鸽忽地
就飞起来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那时为什么会迷迷
糊糊的。白翅哀鸽最警觉，总是藏在树干上。旁若无

冻的湖岸却又冻上了。
空中最常见的是红尾鵟，它们常在我们上方盘

人在草坪上溜达的是原鸽，还有鸣哀鸽和哀鸽。地鸠

春儿和吐旦在傍晚的阴霾中观望湖心岛和西岸

旋，顺势于气流，来去自如。这鸟平常得不能再平

是种可爱的小鸟，飞起来翅膀是暗红色的，总是三三

的斑头雁，他们手中的两部双筒望远镜是一位香港鸟

常，即使在金斯顿的最闹市区，也能见到它们的身

两两地在树枝上凑堆晒阳阳。

会的会员所捐赠，用于支持“绿色江河”在长江源沱

影。有次我去郊区，见到约数百只红尾鵟在山谷里舞

沱河上游班德湖实施的斑头雁守护行动：

蹈，不知道它们是在排练什么聚会。偶尔进院子里的
另外空中来客是牛背鹭，它们喜欢在无人之际到草坪

我们在距离几米之外静静地观察，它们丝毫不
理会，忙碌地进进出出。也许，这几日就要下蛋了
吧……

上逮蚂蚱，渴了再去泳池里喝点儿水，一俟见到人影

（未完待续。。。）

儿，就展翅而飞，我见过的鸟当中，似乎最怕人的就
是这牛背鹭。女儿是预报员，她不时地就跟我喊：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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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阵子，而后倏然飞走。

西在自家的牧场里发现了偷偷挖矿的汉族人……志愿

草坪上还有一个常客，就是滑嘴犀鹃，开始我
把它误认作乌鸦，那时手里还没有鸟类图鉴，结果女
儿到现在看见犀鹃，还在叫乌鸦。滑嘴犀鹃不怕人，
花工修理草坪时，它们就在一边等着小虫子跳出来，
然后蹦跳过去吃掉。

爸，牛背鹭又来了。不能忽略的还有一对绿喉鹦哥，

加勒比的明星鸟当属蜂鸟。院子里有好多花

它们不定什么时候来访，站在枯树干上叽叽喳喳闹上

丛，常能引来小吸蜜蜂鸟，亲眼见了这种小鸟就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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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大自然的灵巧和神奇，小吸蜜蜂鸟就如蜜蜂
那样不停地在花朵之间采集花蜜，几乎不停留。一旦
觉得无蜜可食之际，便如风一般快速消逝。后来我发
现，小吸蜜蜂鸟还是会在一些树干上落下来休息的，
但是它的形体实在是太小了，大约只比拇指大一点
点，很难想像它产下来的卵会有多大。以前院子里杂
草长至人腰深时，有人见过在草丛中筑巢的小吸蜜蜂
鸟，可惜现在花工太勤奋，小吸蜜蜂鸟亦无处安家。
有一日傍晚，大家在树下乘凉，来了一只大些的蜂
鸟，看样子是想找个地方睡觉，我猜测大概是芒果蜂
鸟。牙买加还有两个蜂鸟特有种，其中一个叫
DOCTOR BIRD，被尊为国鸟，建国50周年的街头
海报上，都有DOCTOR BIRD的影子。这两种蜂鸟不
来院子，以后要去山里面找。
猛禽也常住院里，是一只美洲隼。每个晚上都
能看到它或落在树上，或落在房顶，它倒是不怎么怕
我。我留意它很多次，发现它并不追逐小鸟，而是对
草坪上的蚂蚱或者小蜥蜴感兴趣，有时候一个俯冲，
抓起东西来就落在高处吃一会儿。别的小鸟并不畏惧
美洲隼，它独立枝头，别的鸟儿该玩就玩，围着它左
右跳，它却无动于衷。体量真是动物界不可小觑的事
儿，长得小，别的鸟就不怕，若是换成大一些的鵟，
估计小鸟们就该藏起来了。
这个季节林鸟最多，我家房子左侧有一株红花
楹，最近生了病，结了满树的小青虫。这些美食可引
来了好些饕餮客，北森莺是其中之一，这个小鸟有黄
下颏，特别调皮可爱，有时候还喜欢撞办公室的窗玻
璃玩。草原林莺腹部是黄色的，比较醒目，活跃得
很，一次我拍草原林莺，结果镜头里钻进来一只栗颊

院里最漂亮的鸟要数曲嘴森莺
（BANANAQUIT），黄黑相间，它居然像蜂

新邻居

盯我。美洲隼成院里的常客了。

【文：青冈】

鸟那样热衷于吃花蜜。还有一种牙买加拟鹂，通体

美洲隼虽说叫雀鹰，却还从未见它逮过一只鸟

泛黄，夹杂黑羽，不时就来院子里做客。会唱歌的

雀，它在院子里主食蚂蚱和蜥蜴。美洲隼常呆呆地栖

鸟儿也是少不了的，黑脸草雀的叫声最独特，也最

立枝头，别以为它在睡觉，其实它是在捕捉草坪上的

动听，早晨它在窗外鸣叫的时候，我就差不多该起

信息，过会儿就见美洲隼一个俯冲，落到草坪上，叼

床了。歌唱家当属小嘲鸫，百转歌喉，据说它能模

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看见一只美洲隼

起东西就飞。有时美洲隼返回树上进食，有时站在屋

仿许多种鸟的鸣唱。确实，每到傍晚，伫立枝头的

（American Kestrel）落在草坪上，很兴奋，赶紧跑

脊上。院里还真就是蜥蜴和蚂蚱多，我想大概是食物

小嘲鸫总是唱个不停，作为鸟类歌手，它在院子里

回房间去取相机，给它拍照。其实我不知道，这鸟是

充分，所以用不着逮小鸟吃，毕竟追逐一只小鸟也不

久享盛誉的。也有暂时辨认不出的鸟，比如黄腹

美洲最普通的一种猛禽，恨不得哪儿都能看到。我着

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嘴巴不刁，是肉就行，这也是美

鹨，我就拿不大准，书上说这鸟在牙买加不常见，

实兴奋，因为在院子里看见猛禽不容易，通常情况

洲隼能广泛存活的主因。适应能力强，对动物和人来

可是我们院子里的那只怎么看都像是它，先观察

下，猛禽都远离人群，高高在上，即使拿望远镜也不

说，都特别重要。

着，留待以后遇到专家再诊断。还有人在院子里见

一定看得清楚呢。在国内看猛禽就更为不易，多得到

过牙买加啄木鸟，我没这机会，但既然它来过，没

郊区或者山里才好不容易见那么一、两只。

准哪天就还会来。

有一天，女儿看见美洲隼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
发现让我有点儿吃惊，难不成这家伙还要在我边上安

美洲隼是体型娇小的猛禽，当然不算最小。我

家落户？红花楹树有一段枯树干，大概是被风暴折断

金斯顿的市政建筑以低矮为主，城市绿得一塌

在婺源见过白腿小隼，那个鸟有可能是最小的，大小

的，枯干断处日久就成了一个洞。经我观察，美洲隼

糊涂，城在园中，园在城中，有院就有树，有树就

跟麻雀差不多了，很好看，长着熊猫眼。说美洲隼

果然趁四周静寂之时便钻进树洞，无奈树洞太小，它

有鸟。城市贫民虽然穷，但似乎没有捕鸟食鸟的习

小，是指在美洲可能找不到比它还小的猛禽了，凡是

的尾巴又偏长，在里面转身也不容易，那个洞也就刚

惯，也未见有人家挂着笼子养鸟。牙买加并不富

吃肉的鸟，一般都小不了，再小就被别的鸟吃了。美

刚容得下一只美洲隼栖身。常住院子里的美洲隼是只

裕，但法治严谨，到处都是一片葱翠，未见滥砍滥

洲隼从12到27厘米大小不一，都还没有乌鸦大。美

雌鸟，腹部褐色，带了些许条纹。几天前我见院里又

伐。这样的一个美丽海岛，难怪哥伦布当年一见倾

洲隼最早叫雀鹰（Sparrow Hawk），后来鸟类学家

来了只腹部发白的雄鸟，它仅是作片刻停留，第二天

心。我喜欢这个国家，真的是从院子里的鸟起始

考虑与欧亚大陆的雀鹰区别，遂改称学名为

便不见踪影。春天来临之际，雄鸟多忙着四处育种，

的，然后才是那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每个早

American Kestrel，但大家还是习惯叫雀鹰。

不如雌鸟那样守着固定的家。

晨，院子里都洋溢着啁啾鸟鸣。若是不考虑其他因
素，我真愿意把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岛国比作天堂。
2012/12/27

若是早晨起得早点儿，我习惯拿了望远镜在院

我估摸着雌鸟很快就会在树洞里产卵，然后孵

子里看看鸟，十二月份的时候院子里鸟最多，加拿大

化，用不了多久，院子里就能传来幼鸟求食的鸣声。

和美东地区的严寒把北面的鸟全赶过来了。偶尔能见

有鸟在院，是好事，现在我可以把椅子搬到房顶，坐

那么一、两次美洲隼，这家伙转瞬即逝，飞得神速，

下来近距离慢慢欣赏美洲隼，反正它和我也熟悉了。

不给我怎么端详的机会。

女 儿 对 美 洲 隼 也 熟 悉 ， 老 远 就 喊 American Kestrel
comes.美洲隼安家这是我房子右侧的事儿，房子北边

林莺。黑白林莺是捉虫子的高手，它能像啄木鸟那样

房子右侧有株红花楹，前段闹病虫，引来不少

找树洞里的虫子吃。橙尾鸲莺两胁部泛黄色，除了在

鸟雀，但是慢慢地我发现，鸟雀光顾者越来越少，有

树上玩，它常去的地方是屋后的一块菜地，那里飞虫

一个周末我发现了玄机。敢情是美洲隼天天落在这株

多，能看见它在空中抓虫子吃。

树上了，别的小鸟估计是恐惧，就不敢来了。每天早
晚，我都能见那只美洲隼停落在树干上，久而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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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不怕我了，我到树下去看它，它就转着小脑袋瓜

的小叶榕上我们还有一巢邻居，那是一对勤劳的地鸠
夫妇，它们寻了一个大树岔处筑巢，上上下下地往家
里叼枯叶也有些时日了。
2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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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雨和雾
——婺源观鸟
【图/文：零蛋】

婺源
青石古道，流水淙淙，江南稻田，秧青苗绿。
远村近树，水印青山，踱步换景。
晓起，但见樟林积翠，峰峦锦绣，山笼紫烟，粉墙黛瓦掩映其间。
又是春归烟雨村。
古树横卧清流上，木桥小河，驾雾乘云。

出发
雨与雾，鸟人与鸟，纠结中汇集。
心跳中行进，心扉之地盘旋。
苍茫雨雾间，云黑风潇紧，
幻境显壮观，却是错吓人！
天相生郁结，弹指挥背去，
雨雾云收望远山。
轮溅飞雨，禾田浩淼，
远山含黛，绿野茫茫。
辽阔，畅然。
旋指间，披风带雨，田雨浓缩千里，道声雨兄辛苦。

山间古村，错落高低，云雾绕环。
观鸟、赏景，悠然独步。
收获
才览婺源景色，又品宏村禾粑。
信步雾里黄山，留却遗憾再来。
黑冠鹃隼、红脚苦恶呐喊，
黄喉、小隼齐聚，
黄鹂、啄木四鸟随行。
蓝鵐、棕噪鹛点缀。
众生菜鸟陪醉，
收获六十有余。
一路笙歌车窗外，
哪识鸟人愉悦情。

44

45

世界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是对深圳市国际大都市形象的抹黑；三是对深圳市民健康构成危害。

其中对深圳湾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法捕捞将破坏深圳湾的生态系统平衡，危及红树林保护区的可

救救福田红树林！

持续发展，危及深圳总体生态环境。作为国内唯一在市中心的红树林保护区，深圳湾福田红树林保护区一直是深

救救黑脸琵鹭吧！！

圳靓丽的“生态名片”，也是地球侯鸟春秋季往返西伯利亚迁和澳大利亚之间必须经停的“中转站”和“加油
站”，这些侯鸟中就包括世界仅剩2000余只的黑脸琵鹭等23种濒临灭绝的世界珍稀鸟类。但深圳湾持续不断的大
规模非法捕捞正在危及这些鸟类的生存。一方面，非法捕捞者的活动干扰了鸟类的正常生活，侵占鸟类的空间；

——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王荣书记、许勤市长：你们好！

另一方面，非法捕捞者每天成千上万斤地大量捕捞深圳湾的鱼虾、贝类等底栖生物，将导致这些底栖生物数量锐
减，繁殖困难，而以此为生的鸟儿面临无鱼虾可食的困境，最终将导致鸟儿大量饿死，整个福田红树林生态系统
将可能因此而崩溃。更为甚者，甚至可能导致生活在此的世界珍稀鸟类的灭绝。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湿地公

今天是6月8日世界海洋日。之所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们写信，是想引起你们高度重视“已经持续多
年的深圳湾非法捕捞”问题。虽然从表面看，这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但往深处看却关系整个深圳湾的生态

约》的签约国，如果深圳湾湿地（包括已加入国际湿地名录的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因此遭受破坏，则会因此而
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环境保护，甚至直接影响深圳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示范市建设，尤其有损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国际形象。
对于深圳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经深圳市投资10多亿元精心建设，如今的深圳湾滨海休闲
鉴于深圳湾非法捕捞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巨大。最近，省里和深圳市的多家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了深圳湾红

带已经成为海内游客来深圳的必游之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海内外来宾（其中也有不少国际观鸟人士）前来深圳

树林自然保护区非法捕捞的乱相，相信你们也一定看到听到相关报道。在此就不详细介绍。如果书记、市长想亲

湾游玩、观鸟。非法捕捞自然映入他们眼帘，其对深圳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抹黑是无形而又深远的。同时，深圳

眼目睹深圳湾非法捕捞的壮观场面，可趁下午深圳湾退潮时悄然前去视察。在此，需要特别申明的是之所恳请书

湾也曾是BBC拍《野性中国》的取景地，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如果该片湿地因此而破坏，必将受到全世界的关

记、市长关注并出面解决此事，是因为此事非你们出马而不能彻底解决。原因何在？

注，进而令深圳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因为深圳湾的非法捕捞由来已久，特别是近几年愈演愈烈：非法捕捞已经由之前的驾船撒网捕捞发展到水上
渔船撒网、人直接下海捞、水底鱼笼组成的立体式捕捞网；人数也由三年前的几十人队伍发展到如今400－500人

对于市民健康的影响则来自于这些非法捕捞者所捕捞的鱼虾、贝类等大都通过市场流入市民餐桌。由于
深圳湾海域受石油类、铅、铜和锌的污染，水质为劣五类。其海产品富含有害物，根本不能食用。

的队伍；捕捞强度则由之前偶尔捕捞升级为不分白天黑夜的连续捞，据估计每天的捕捞量可达数万斤。更令我们
担心的是，这些捕捞者虽然都是外地来的，但已经形成团伙，有专人组织。他们不仅捕捞时“肆无忌惮”，就是
渔政渔监、边防、红树林保护区等管理单位执法时也毫不惧怕，甚至敢公然对抗执法。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以前媒体每次报道此事后，渔政渔监、边防等均会联合进行查处，并且查处过后能令这
些非法捕捞者暂停十天半个月。但今年以来，即便是媒体报道后，渔政渔监等出面打击后，第二天，非法捕捞便
会卷土重来。

介绍完深圳湾非法捕捞的严重程度后，接下来，谈谈非法捕捞对包括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在内的深圳湾生态系
统及深圳市的巨大影响。这也是我们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出手治理的最根本原因。

谈及非法捕捞对深圳湾生态的巨大影响，概括起来，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对深圳湾生态和整个深圳、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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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问？既然问题、后果这么严重，那么为什么相关部门不重拳打击，重点管理。

对此，如今的深圳市规委下辖海洋局的渔政渔监管理部门则可能会告诉你们：他们只能管渔船，并且因设
备不够先进，人手不够而管不了下海非法捕捞的人员，只能寄希望于边防堵住非法捕捞者下海。

而深圳市公安边防支队、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第六支队则会告诉你们：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打击走私偷渡，不
管非法捕捞。并且由边防线已开放式，他们分不清是游客还是非法捕捞人员，无法堵截他们下海。

那么，深受其害的红树林保护区怎么不管。他们则会告诉你们，他们的管理权限是保护区红线范围内，对于
红线范围外无权管，同时因人手缺、资金有限等原因，无法监控非法捕捞者趁下班后潜入保护区；也没有能力去
协调其他单位来共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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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非法捕捞者必经之地的深圳湾公园管理处则会告诉你们：他们只管公园，公园之外的海滩海上捕
捞无权管。

量工作，也投入了巨资。看到非法捕捞破坏保护区的行为，我们市民又痛心，又无奈，只好建议市领导出面协调
有关部门根治这一乱相。以免让数十亿元的投入付流水，让深圳湾成为深圳的生态污点。

不过，需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上述几家单位均称自己管不了这么多。但在去年7月18日大运会召开之前，
附：今年各报刊登的红树林非法捕捞乱相部分文章，供书记、市长参阅。
这几家单位还是发了一纸联合通告，通告称禁止深圳湾大桥以东非法捕捞。该公告至今还张贴在海边的告示牌
1、羊城晚报2012年3月7日《非法捕捞井然有序》

上。但这个公告的效力就是管了大运会前后大约2个月左右。随着大运会的结束，深圳湾的非法捕捞又死灰复
2、深圳晚报2012年3月25日《这不是渔舟唱晚是人鸟争食》

燃，并且变本加厉。
3、深圳商报2012年3月23日《地铁9号线为候鸟预留空中跑道》

那么，你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运会期间会管这么好？据媒体的报道可知，原来是深圳市政府主管副市长等
出面进行协调，并下了死命令。

4、晶报2012年4月21日《如此出海捕捞》
5、深圳晚报2012年5月2日《红树林很快就会无渔无鸟了》
6、深圳晚报2012年5月3日《怎能眼睁睁看着红树林变成死树林》

写到这里，我想你们大概也清楚了，我们为什么非得写信给你们，并力请你们出面解决此事。确实是万般无

7、深圳晚报2012年5月4日《红树林毒渔游上市民餐桌》

奈情况下才打扰你们，为的是尽一份深圳市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力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美丽的深圳湾，让珍稀

8、南都2012年5月4日《红树林非法捕捞何时是个头》

鸟类不会在我们的眼前永远消失。

9、深圳晚报2012年5月9日《渔民跳海不上岸执法船无奈撤退》
10、南都2012年5月9日《被查非法捕捞渔民破釜沉舟》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我们想你们也看累了。最后，就如何解决此事，我们提几点建议，仅供书记、市长等
领导们参考。

1、据了解，非法捕捞人员非深圳居民，是有人从潮汕地区用大巴拉过来的。他们下海捕捞要交份子钱，说
明有人在组织非法捕捞。建议将其列入“三打两建”工作，严厉打击，一定抓出幕后组织者进行严惩。

11、深圳晚报2012年5月11日《因为有买的所以有捞的》
12、南都2012年5月10日深圳读本图鸦《A16整版图片》
13、晶报2012年5月19日《深圳湾脏海鲜上了市民餐桌》
14、深圳晚报2012年5月23日《红树林捕鱼人涵洞躲猫猫》
15、南方日报2012年5月25日《深圳湾非法捕捞屡禁不止》

2、为彻底解决该问题，建议由主管环保的副市长挂帅，并联合渔政渔监、边防、红树林保护区、深圳湾公

16、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栏目今年也播过四五次非法乱捕捞的新闻。

园等相关管理单位共同成立深圳湾生态保护办公室，各方共同出人出力建立联合执法队，制定协调机制及监管机
制，统一领导组织打击非法捕捞，并根据成效进行奖惩，对于打击不力的领导、工作人员予以撤职，从而使打击
非法捕捞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一群热爱环保的市民
2012年6月8日

3、如果可以，深圳市政府可出面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将深圳湾大桥以东海面设为禁渔区，以永绝后患。

4、建议以打击深圳湾非法捕捞为契机，在全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行动，全面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和环
保水平。

总之，为了保护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圳市政府已经在1994年修滨海大道时就专门给鸟让路，并加装
隔音墙头，为此多花了近亿元；此后，深圳市政府又累计花了十多亿元收回鱼塘、修复红树林、治污等；地铁
9号线为候鸟预留空中跑道。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深圳市政府已经为保护福田红树林及生活在此的鸟类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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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年鸟会动态
2012年元旦深圳东部寻鸟活动（信天羽/2012-01-01）
2012年1月3日，由信天羽组织的深圳东部寻鸟活动拉开了鸟会2012年观鸟活动的序幕。本次活动由参加会员
拼车自驾前往深圳东部进行观鸟活动，观鸟收获颇丰，预示今年将是我们鸟友鸟运恒通的一年。

鸟会组织会员香港米埔观鸟（信天羽/2012-01-26）

观鸟季每周的公众观鸟宣教活动 （情天）
进入观鸟季后，鸟会每周末都会选择深圳湾公园或中山公园、洪湖公园等其
他市政公园开展公众的观鸟宣教活动，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观鸟这项休闲的活
动，传递绿色、环保的健康生活方式。

零蛋和GOOD《西藏冬季观鸟行》赏片交流会（信天羽/2012-02-23）
2月23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办了《西藏冬季》赏片交流会。零蛋和GOOD在冬季去了西藏的拉萨、樟
木、亚东、吉隆等经典观鸟地，历时24天，收获颇多，共收到新鸟种70左右。拍摄了大量的靓丽鸟片和美丽的
风光生境片，在赏片会上，他们与大家分享了这次云南观鸟所拍摄的许多图片，这是一次视觉的盛宴。

鸟会承办深圳市公益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9M/2012-02-25）

这是2012年的第一次米埔观鸟活动，活动时间正值春节大年初四，大

《观鸟爱自然，珍惜生命》展览是2012年深圳市公益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

部分的人都外出，前往米埔观鸟的鸟友不多，加之合适的水位，让参加

之一。此次展览由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主办，鸟会承办，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这次活动的鸟友在安静惬意的环境下欣赏米埔的鸟儿精彩的演出，鸟儿

与深圳市群众文化学会协办。

们演出很卖力，鸟浪一拨接着一拨，让鸟友们过足了眼瘾。

庭草和游隼《远方的精彩》赏片交流会（信天羽/2012-02-09）

翔云《一心二用吴哥行》赏片交流会（信天羽/2012-02-16）
2月16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办了《一心二用吴哥行》赏片交流

2月9日晚7:30，在鸟会俱乐部举办了《远方的精彩》赏片会。 春节期间，庭草和游隼飞到哥斯达黎加，去搜寻
远方的精彩。哥斯达黎加——一个连接南美和北美两大洲的通道国家,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地处热带且两边

会，吸引了很多会员前来观看。 翔云在春节期间带着全家去柬埔寨观鸟加

靠海，海拔从0至4000的大幅落差，造就了弹丸之国却蕴藏着及其丰富的生物资源，非常成熟的观鸟环境，使

观光两不误，既游了巴肯山、班提色玛寺、崩密列、女王宫和吴哥寺观光，

庭草和游隼收获非常大，收到二百多种靓丽的异域鸟类，让人大开眼界。

又去了ATT保护区和洞里萨湖观鸟，收获颇多。

庭草和游隼《远方的精彩》赏片交流会（信天羽/2012-02-09）
天涯游侠《春节云南观鸟行》赏片交流会（信天羽/2012-03-01）
2月9日晚7:30，在鸟会俱乐部举办了《远方的精彩》赏片会。 春节期间，庭草和游隼飞到哥斯达黎加，去搜寻
远方的精彩。哥斯达黎加——一个连接南美和北美两大洲的通道国家,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地处热带且两边

3月1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办了《春节云南观鸟行》赏片交流会。云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子和独特的

靠海，海拔从0至4000的大幅落差，造就了弹丸之国却蕴藏着及其丰富的生物资源，非常成熟的观鸟环境，使

地势巨大的高度差，使之具有丰富的鸟类资源，是观鸟人的天堂，多少老观鸟人不知厌倦的进进出出，新观鸟

庭草和游隼收获非常大，收到二百多种靓丽的异域鸟类，让人大开眼界。

人也被感染随之跟进。今年的春节天涯游侠、田雨、长弓等又去了云南，拍摄了大量的靓丽鸟片和美丽的风光
生境片，大家又过足了眼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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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南昆山观鸟2日欢乐行（9M/2012-03-03）
鸟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这八年来一直坚持着，因为有个梦始终在我们

马云、GOOD《自驾云南观鸟行》赏片会（信天羽/2012-04-19）
4月 19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自驾云南观鸟行》赏片会，不同的鸟友到同样的地方会有不同的

的心中。一起观鸟的日子，我们从不曾孤单过。我们是朋友，也是家人。 3月3日鸟会一行

收获，这次GOOD、马云、水煮鱼等鸟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云南自驾观鸟，赏片会上，他们的讲述给参加活

30多人自驾车浩浩荡荡地向南昆山方向出发，开始了两天的观鸟、FB之行，当天晚上还观

动的其他鸟友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看了《观鸟大年》记录片，这是一场专属鸟会的家庭聚会。

风之羽《鸟的迁徙》赏片会（信天羽/2012-04-26）
4月 26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鸟的迁徙》赏片会，风之羽的《鸟的迁徙》内容共分两部分，一
是鸟类迁徙的读书笔记，二是鸟类迁徙之蓝天滑翔。风之羽对鸟类喜爱已久，历经近十年的长期坚持、持之以

鸟会组织会员到香港米埔观鸟（信天羽/2012-03-10）

恒，收集并整理了巨量相关鸟类的视频和文字资料，在赏片会上，他与大家分享了这些珍贵的资料。

本次的米埔观鸟活动吸引了不少新会员，最后共有15位新老会员参加。米埔保护完好的原生态植被状况和鸟况

《深圳水鸟分布与辨识》培训（情天/2012-05-03）

都给新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03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深圳水鸟分布与辨识》培训，由PT主讲。PT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

福田区第十三届青少年科技节观鸟竞赛（情天/2012-03-10）

备，给大家带来对深圳出现的水鸟进行详细解读，本次的重点是在鹬鸻类水鸟的辨识，特别是鹬鸻类水鸟的辨
识，这对提升会员的认鸟能力有非常大的提高。

3月11日福田区第十三届青少年科技节观鸟竞赛在深圳湾公园拉开了帷
幕，此次竞赛吸引了区内外38所中小学共230多名师生参赛。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福田中学的“戴胜队”以49种鸟种
的数量获得了中学组“最高记录奖”奖项；来自福民小学的“戴胜观鸟
队”以39种鸟种的数量获得了小学组“最高纪录奖”奖项；区外邀请队
“最高纪录奖”奖项由广州4中、聚贤中学蓝喉歌鸲队获得，他们记录的

鸟会协办“仙湖飞羽寻踪”野生鸟类科普摄影图片展（情天/2012-05-12）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主办，深圳市观鸟协会协办。活动当天，鸟会志愿者带单筒到现场为
参与的公众进行观鸟指导，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

鸟种数量为40种。来自福新小学、南园小学棕背伯劳队等9支代表队获得
了本次竞赛的“完美记录奖”。

PT《广东附近观鸟点和线路》讲座（信天羽/2012-05-24）
5月24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广东附近观鸟点和线路》培训，由资深老鸟人PT主讲。在会上，

JERRY《云南版纳、滇西观鸟行》赏片会 （信天羽/2012-03-15）

PT将广东附近观鸟点和线路介绍给大家，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月15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办了《云南版纳、滇西观鸟行》赏片会。JERR Y已去过云南多次，前段时
间利用二次机会分别去了版纳和滇西，拍了些靓丽的鸟片和很多视频，记录了鸟的动态信息，给以后鸟友们一

鸟会组织香港湿地公园亲子观鸟活动（情天/2012-06-02）

个很好的标示。
本次活动是鸟会与少儿图书馆合作开办的亲子观鸟公益班的后续活动，整个活动
过程吸引了15个家庭参加，小朋友们在湿地公园里玩得不亦乐乎，他们除了观

JERRY《云南版纳、滇西观鸟行》赏片会 （信天羽/2012-03-15）

鸟，更了解了湿地的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知识，湿地公园中能让小朋友参与的
游戏环节也让他们印象深刻。

今年的米埔观鸟活动的机会很多，趁着观鸟季还未结束，大家都想看到更多的鸟儿。其中4月7日的活动是
WWF基金会的培训项目，主要是针对鸟会调查员的培训课程。

鸟会应邀参加深圳大学文学院《观鸟爱自然》讲座（9M/2012-06-06）
鸟会组织到广州中大观鸟（信天羽/2012-03-25）
会长徐萌应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南翔老师的邀请，于6月6日下午到深圳大学为文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一场《观鸟

52

这是鸟会一年一度的传统项目，在广州中山大学迎来新的迁徙季时，我们的会员早已按耐不住急速膨胀起来的

爱自然》的主题讲座，通过讲座，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而对于鸟会来说，能有机会将观鸟带入大学课堂,也是

观鸟热情，立刻组织队伍前往观鸟。

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能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53

鸟会举办公益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之-元平特殊教育学校《观鸟爱自然，珍惜生命》讲座（9M/2012-07-06）
这是一场特殊的讲座，一场安静的讲座，一场触动心灵的讲座。
听讲座的孩子们大部分是失聪的孩子，所以台上除了主讲人徐萌会长，
还有一个手语老师在做同声翻译。
在讲座的过程中，整个会场是安静的，会长用比以往讲座略微缓慢而轻

黄昏《天堂之旅--巴布亚新几内亚天堂鸟摄鸟行》
赏片会（信天羽/2012-09-06）
9月06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天堂之旅——巴布亚新几内亚天堂鸟摄鸟行》赏片会。赫赫有名
的女中豪杰黄昏第一次上赏片会，曾经的她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现在的她追寻飞翔的鸟儿，用影像去捕捉
生态鸟儿的靓影。正是她的执着和不懈的努力，收获是非常喜人的，收到很多珍稀鸟种，没几个人见到的珍惜
鸟种，在她的影像中让参加活动的鸟友们过足了眼瘾。

柔的声音向孩子们传递着观鸟的快乐，从孩子们一会看手语老师，一会
看PPT的眼神中了解到他们是好奇的，了解观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
体验。

Bluestar和脚步《澳洲自驾观鸟行》赏片会（信天羽/2012-09-13）
9月 13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澳洲自驾观鸟行》赏片会。Bluestar和脚步经过近半年的计划和
精心准备，利用暑假假期，历时29天完成了澳洲东南部沿海地区的房车自驾观鸟行。在会上，他们除了介绍鸟

鸟会参加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情天/2012-07-12）

片，还与大家分享了历程、见闻、感受、风土人情、美丽景观等等。

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于7月12日上午10:00开幕，以“发展•
融合•透明”为主题，通过创新公益资源交流方式和展示优秀公益慈善项
目，为我国公益慈善资源交流提供新渠道，为我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基金
会和爱心企业开展合作、展示形象提供舞台。鸟会作为全国唯一的观鸟组
织参加展览，除了展区内介绍观鸟的相关知识外，还有设有与小朋友们游
戏互动环节，通过鸟类拼图的游戏，让孩子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珍惜鸟类
的重要。

天涯游侠《八月北方行》赏片会（信天羽/2012-09-20）
9月 20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八月北方行》赏片会。天涯游侠在八月上旬，利用今年暑假期间
去了北戴河、内蒙古和唐山的曹妃甸，主要收获了乌林鸮、猛鸮、东方角鸮、乌雕、草原雕等。天涯游侠以自
然生态摄影的视角，记录了鸟类及生境风光的精彩大片，精彩的大片让大家一饱眼福。

鸟会与与洲际酒店合办“观鸟爱自然”公益活动（情天/2012-09-22）
马云、GOOD《马来西亚沙巴摄鸟行》赏片会（信天羽/2012-08-02）
9月22日， 观鸟爱自然公益活动在深圳湾公园里如期举行，一样的时
8月 2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马来西亚沙巴摄鸟》赏片会。马云和GOOD在5、6月份历时29

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鸟儿，这就是观鸟的快乐！

天，在东马的沙巴疯狂摄鸟，先后在神山、西必洛、比利、苏考、和保令温泉等第观鸟拍摄。此次行程收获颇
丰，在活动中，他们与大家分享了旅途的经历和喜悦。

鸟会参加雅安国际观鸟周活动（情天/2012-08-17）
受雅安国际观鸟周组委会的邀请，鸟会组队（领队：9m，参赛队员：陆老师、情天、good）参加了此次活

鸟会组织深圳南澳寻鸟活动（信天羽/2012-09-23）

动。这也是各地鸟友的一次聚会。
这又是鸟友们的一次聚会，老鸟人带着新鸟人们行走在城市之外的绿色原野里，收获的是观鸟的快乐。

翔云和无忧《甘肃青海观鸟记行》赏片会（信天羽/2012-08-30）
庭草、游隼《巴拿马寻鸟》赏片会（信天羽/2012-09-27）
8月 30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甘肃青海观鸟行记》赏片会。翔云和无忧于6月17-25日去了一趟
甘肃莲花山和青海青海湖，收获颇丰。高原的蓝天白云、青山碧水、漫山遍野的美丽花朵、亮丽的鸟儿给人带

9月27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巴拿马寻鸟》赏片会。庭草和游隼在九月上旬飞到巴拿马，在巴拿

来深刻的印象，不一样的视觉感，给大家的惊喜连连不断。

马东部搜寻美洲大陆的靓丽鸟类，收获颇丰，共收获170多种。靓丽的美洲鸟类给大家一个视觉上的震撼，看过
靓片后，大家都有会有想急迫飞过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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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会举办公益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之-莲花街道华强职校《观鸟爱自然，珍惜生命》讲座（9M/2012-09-28）
这次活动对象主要为高中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除了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讲座外，还创造了更多
的机会让他们参与进来。

鸟会组织到九连山观鸟（信天羽/2012-10-01）
鸟会会员信天羽、变形、fishor、老海趁着国庆假期，约伴到九连山观鸟，他们在观鸟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国庆

2
0
1
2
年捐赠记录
时间

捐赠者

捐款或捐物

陈歌

购买会里义卖的手绢，金额20元作为捐赠收入

2012-02-16

假期。

观鸟比赛上捡到100元，捐入鸟会

2012-03-11

鸟会驰援湛江一中培才学校“观鸟爱自然”活动（情天/2012-10-03）

2012-04-06

白头翁

摄影集《我的虫虫世界》1本

2012-06-12

马云

《云南观鸟摄影集》1本

鸟会会长9M、及专职情天、会员天天静听等一行，利用国庆假期外出观
鸟的机会，到湛江一中培才学校进行一次有关观鸟知识讲座并指导该校的

2012-06-19

9M

2012-08-22

海阔天空

100元

2012-09-16

CONS

毛衣链等小鸟图形小挂饰一批

2012-10-12

PT

网络图库维护费1600元

2012-12-01

王标

台历20本，挂历20本

2012-12-30

会员

嘉年华活动拍卖所得款2410元

学生观鸟活动。这是一次愉快而又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深圳鸟会希望通过
对该校的师生们进行《观鸟爱自然》讲座和野外研习辅导，提高该校师生
观鸟爱好者兴奋点，并将观鸟活动长期开展下去，不仅可以成为粤西湛江
地区的“种子”学校，还可以为湛江参与沿海水鸟调查积蓄人才。

天涯游侠《观鸟观自然》观鸟入门讲座（信天羽/2012-11-08）

北京观鸟会

11月 08日晚7:30，鸟会在会员俱乐部举行了《观鸟观自然》观鸟入门讲座。鸟将在本观鸟季开展一系列针对新
会员的观鸟入门讲座，从深圳常见鸟类到比较难辨认的鸻鹬类，我们邀请会里资深观鸟人天涯游侠把自己的观
鸟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七届中国洞庭湖国际观鸟节（情天/2012-12-07）
本届观鸟节以“让鸟儿自由飞翔”为主题，鸟会组队（9M、祥云、无忧、情天）参加了本次观鸟节。

鸟会组织香港米埔观鸟活动（信天羽/2012-12-15）
2012年下半年观鸟季开始的第一次香港米埔观鸟之行，参加鸟友有信天羽、利宽、驼峰等人。

蜂鸟玻璃挂件2个
鸟类图案头巾1块
鸟类卡片1套
鸟类手绘卡1套
深大讲课费1000元

会刊3册

《中国鸟类观察》编辑部

《中国鸟类观察》期刊50册

台北市野鸟学会

会刊12册

香港观鸟会

会刊若干册

2
0
1
2
2
0
1
3
观鸟季公众活动时间表
黑脸琵鹭及其他冬候鸟的回归令我们心怀期待，与老朋友重逢的喜悦伴着鸟会一年一度的公众观鸟活动安排表

鸟会举行"欢乐嘉年华"活动（情天/2012-12-30）

粉末登场，本观鸟季继续增加了市政公园观林鸟的内容，希望借助公众观鸟活动，向市民和游客传递“深圳具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一个适合冬季观鸟的城市，无论是社区、海边、林地……”的信息，希望在不久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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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会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这样的聚会，提供了鸟会鸟友间的交流机会，增强鸟友间的友谊，总结鸟会一年来

来“冬季到深圳来观鸟”成为深圳文化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观鸟及鸟类保育行列，让

的工作成绩，表彰2012年度优秀会员，齐心合力,憧憬未来,献计献策,健康发展。

更多的人和您一道分享观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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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观鸟季公众活动时间表（表一）

日期

时间

潮水(米)

地点

2012年10月20日周六

10:00---12:00

0.5---1.2

深圳湾公园A区

“湿地飞羽”项目启动

2012年10月27日周六

14:00---16:00

0.7---1.0

深圳湾公园A区

“湿地飞羽”项目启动

2012年11月03日周六

9:00---11:00

0.6---1.3

深圳湾公园A区

“湿地飞羽”项目启动

2012年11月18日周日

10:00---12:00

0.5---1.3

红树林保护区

“湿地飞羽”项目启动

2012年12月02日周日

9:00---11:00

0.5---1.4

深圳湾公园A区

“湿地飞羽”项目启动

2012年12月16日周日

9:00---11:00

0.5---1.3

深圳湾公园A区

2012年12月29日周六

8:00---10:00

0.5---1.2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1月06日周日

9:00---11:00

0.7---1.0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1月13日周日

9:00---11:00

0.6---1.5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1月26日周六

9:00---11:00

0.8---1.5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2月02日周六

9:00---11:00

0.6---1.0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2月23日周六

8:00---10:00

1.0---1.5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3月02日周六

8:00---10:00

0.6---1.4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3月10日周日

14:00---16:00

0.7---1.0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3月16日周六

8:00---10:00

0.8---1.3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3月23日周六

14:00---16:00

1.2---1.5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3月30日周六

8:00---10:00

0.8---1.6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4月07日周日

14:00---16:00

0.7---1.0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4月20日周六

9:00---11:00

1.2---1.5

深圳湾公园A区

2013年04月27日周六

14:00---16:00

0.7---1.7

深圳湾公园A区

备注

2
0
1
2
年深圳鸟会鸟种新记录
鸟种

记录时间

记录人

记录地点

白眼潜鸭

2012-03-11

千万里

福田-凤塘河口

斑姬啄木鸟

2012-04-08

西庄

罗湖-仙湖

红脚苦恶鸟

2012-04-12

Fishor

福田-下沙鱼塘

斑胸滨鹬

2012-04-15

翔云

南山-深圳湾

斑脸海番鸭

2012-11-24

翔云

南山-深圳湾

白喉斑秧鸡

2012-12-12

深圳楚然

福田-中心城

备注

2012-2013年观鸟季公众活动时间表（表一）

日期

时间

地点

2012年11月10日周六

8：00---10：00

洪湖公园

2012年11月25日周日

8：00---10：00

莲花山公园

2012年12月09日周日

8：00---10：00

中山公园

2012年12月23日周日

8：00---10：00

中心公园

2013年01月20日周日

8：00---10：00

观鸟会纪念活动

2013年02月24日周日

8：00---10：00

莲花山公园

2013年03月03日周日

8：00---10：00

笔架山公园

爱鸟周

2013年03月24日周日

8：00---10：00

中心公园

爱鸟周

备注

2013嘉年华

说明：因公众活动为户外活动，本时间表仅供参考，有可能因其他原因进行调整，参加活动人员请留意论坛
《活动看板》通知，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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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先后二窝的亚成鸟，可以证实丝光椋鸟已在保护区
繁殖）；凤塘河口：弯嘴滨鹬X10；黑尾塍鹬X35；白
腰杓鹬X5；泽鹬X1；7.22. 鸟调，侨城湿地：彩鹬1雌
1雄；7.28. 中心公园：金翅雀X1；黄臀鹎X7；7.29.
中心公园：灰喜鹊X7

2
0
1
2
年特别鸟况
1月份特别鸟况
1.1. 沙河公园 铜蓝鹟X1，1.3. 西涌：黑枕王鶲X2；
方尾鹟X 2；暗灰鹃鵙X1；朱背啄花鸟X1；赤红山脚
鸟 X1雌 1雄 ； 绒 耳  X1； 理 氏 鹨 X 1； 小 白 腰 雨 燕
X10；蛇雕X 4；华南冠纹柳莺X 1； 仙湖植物园：赤
红山椒鸟雌X1，雄X1；1.7. 生态公园：灰头麦鸡x3；
绿翅鸭X10；赤颈鸭X10； 1.17. 下沙东鱼塘：黑脸琵
鹭X1；1.28. 小梅沙：紫啸鸫x1；蓝矶鸫x1雌；岩鹭
x1； 笔 架 山 ： 灰 背 鸫 x10； 1.29. 生 态 公 园 ： 黑 琵
x13；绿翅鸭x8；赤颈鸭x1；骨顶鸡x1；鹗x1。

3.24.风塘河口；黑脸琵鹭X43

4月份特别鸟况

2.11. 笔架山：发冠卷尾X35；灰卷尾X1；绿翅金鸠
X1；2.12. 侨城湿地：中白鹭X1；2.14. 仙湖植物园：
红胸啄花鸟（雄鸟）X1；2.19. 生态公园：普通鸬鹚X
4000； 灰 背 鸥 X 1； 2.21. 东 湖 公 园 ： 金 翅 雀 多 ；
2.23. 仙湖植物园:暗灰鹃鵙（雌鸟）X1；2.24. 仙湖植
物 园 ： 方 尾 鹟 X1； 朱 背 啄 花 鸟 （ 雄 鸟 X1雌 鸟 X2）
X3；梧桐山：八声杜鹃X 1；深圳湾：黑脸琵鹭X 3；
2.25. 华侨城湿地：日本松雀鹰X 1；2.26. 深圳湾：黑
脸琵鹭X1； 洪湖公园 北灰鹟X1；银湖国际会议中
心：紫啸鸫X1

4.7. 仙湖：栗背短脚鹎x2；蛇口大南山：蛇雕X1；海
南蓝仙鹟X1；4.8. 仙湖：斑姬啄木鸟X1 (深圳新记
录)； 深圳湾：翻石鹬X1；阔嘴鹬X1；弯嘴滨鹬X1；
红颈滨鹬X20；金斑鸻X10；4.9. 仙湖：灰喜鹊x2；紫
啸鸫x1； 4.12. 下沙鱼塘：红脚苦恶鸟x1（深圳新记
录）；4.14. 塘朗山：凤头鹰x1；鹰鹃x1；深圳湾：大
滨鹬x2；仙湖：海南蓝仙鹟×2；4.15. 深圳湾：红颈
滨鹬 x500；弯嘴滨鹬 x700；翻石鹬 x13；灰尾漂鹬
x6；阔嘴鹬x60；长趾滨鹬x1；斑胸滨鹬x1（深圳新
记录）；金斑鸻x3；翘嘴鹬x3；蒙古沙鸻；铁嘴沙鸻
若干；大嘴乌鸦x2；凤塘河口：红嘴巨鸥x1；4.21. 深
圳湾：勺嘴鹬X1；三趾鹬X2；尖尾滨鹬X3；翻石鹬
X29； 4.22. 鸟调，生态公园：须浮鸥 X10；栗耳鵐
X1； 4.28. 深圳湾：半蹼鹬x1；小滨鹬x1；弯嘴滨
鹬、翻石鹬、阔嘴鹬、翘嘴鹬、灰尾漂鹬、铁嘴沙鸻、
蒙古沙鸻、金斑鸻若干；4.29. ，深圳湾：凤头
X2；夜鹭X2；红颈滨鹬X200，半蹼鹬X1；弯嘴滨鹬
X1；翻石鹬X16；阔嘴鹬X20；白颈鸦X2；翘嘴鹬、
灰尾漂鹬、铁嘴沙鸻、蒙古沙鸻、金斑鸻若干。

3月份特别鸟况

5月份特别鸟况

3.4. 仙湖：蛇雕X1；下沙鱼塘：灰头麦鸡X3；3.5. 笔
架山：绿翅金鸠X2；香梅路口：林夜鹰X1；3.7. 特区
报社附近：八声杜鹃X1； 莲花山公园：灰卷尾X1；八
声杜鹃X1；东湖公园：北红尾鸲X1； 3.9. 笔架山：黑
尾蜡嘴X2；3.11. 侨城湿地：黑脸琵鹭X1；湾嘴滨鹬
X210；中白鹭X1；凤塘河口：凤头潜鸭X2500；白眼
潜鸭x1（深圳新记录）；斑背潜鸭x1；红头潜鸭x3；
红树林公园：灰头麦鸡X3；3.14. 笔架山公园：暗灰鹃
鵙X1；灰背鸫X2；3.15. 笔架山公园：灰卷尾X；树鹨
X20；3.17. 深湾五路：北红尾鸲雌X1；特区报社：林
夜 鹰 X1； 3.18. 深 圳 湾 ： 红 颈 滨 鹬 X18； 湾 嘴 滨 鹬
X2；蒙古沙鸻X2；铁嘴沙鸻X4；环颈鸻X30；3.18.
梅林公园：领角鸮X1；鹰鹃X1；八声杜鹃x1；噪鹃
x1；20. 新闻路香梅路口：八声杜鹃X1；3.21. 莲花山
公园：八声杜鹃X1；3.22. 梅林公园：领角鸮X4；

5.1. 塘朗山：八声杜鹃X1；5.4. 红树林生态公园：四
声杜鹃X1；八声杜鹃X1；5.8. 仙湖植物园：领角鸮
X3（雏鸟X1）

2月份特别鸟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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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特别鸟况

6月份特别鸟况
6.9. 梧桐山：栗耳凤鹛X7；红翅凤头鹃X2；鹰鹃(听
到）；大嘴乌鸦X2；白喉短翅鸫（听到）；强脚树莺
（听到，多）；6.10. 凤塘河口：黑脸琵鹭X1；黑尾塍
鹬X 8；中杓鹬X1
天涯游侠6.26. 傍晚，梅林水库：听到黑背燕尾叫；普
通夜鹰 X 1（疑似）；6.30. 梅林公园：朱背啄花鸟X1

7月份特别鸟况
7.21. 红树林保护区：灰背椋鸟X1；丝光椋鸟X10（其

8.11. 梅林水库：日本松雀鹰X 1；8.14. 笋岗东路：大
嘴乌鸦X1；8.15. 深圳湾：灰尾漂鹬X3；8.19. 红树
林.：金斑鸻X200；弯嘴滨鹬X30；蒙古沙鸻X20；草
鹭X1；凤塘河口：中杓鹬X20；大杓鹬X1；黑翅长脚
鹬 X5； 反 嘴 鹬 X10； 翘 嘴 鹬 X5； 金 斑 鸻 X1； 泽 鹬
X5；铁嘴沙鸻X5；环颈鸻X5；红脚鹬X20；丝光椋鸟
X1； 松 雀 鹰 X1； 8.22. 深 圳 湾 ： 翻 石 鹬 X1； 灰 尾
（漂）鹬X8

9月份特别鸟况
9.1. 仙湖：蛇雕x1；9.4. 坪山坑梓：戴胜X1；北灰鹟
X1；9.5. 仙湖：黑领噪鹛x8；黑喉噪鹛x3；9.8. 深圳
湾火炬塔：翘嘴鹬X2；金斑鸻X1；9.9. 深圳湾火炬
塔：中杓鹬X20； 莲花山公园：极北柳莺X2；9.12.
仙湖：灰喜鹊X1；9.14. 仙湖：蛇雕X1；9.15. 深圳
湾：东方大苇莺X1；棕扇苇莺X2； 9.16.生态公园：
中杓鹬X2 ；9.16. 梅林水库：领角鸮X2； 红树林保护
区：黄苇鳽X1；红尾伯劳X1；中杓鹬X10；蓝翡翠
X1； 深 圳 湾 .： 翻 石 鹬 X2； 小 杓 鹬 X1； 铁 嘴 沙 鸻
X20； 金 斑 鸻 X20； 金 眶 鸻 多 ； 环 颈 鸻 X3； 黄 鹡 鸰
X1； 洪 湖 公 园 ： 林 鹬 X4； 金 眶 鸻 X5； 灰 鹡 鸰 X2；
9.21. 铁岗水库：白颈鸦X2；9.22. 洪湖公园：黄苇鳽
X1；莲花山公园：北灰鹟X2；鸲姬鹟X1；暗灰鹃鵙
X1； 深圳湾海滨：苍鹭X2；白颈鸦X2；9.23. 南澳西
涌：栗耳凤鹛X1；北灰鹟X1；三宝鸟X1；蛇雕X2；
赤红山椒鸟X3； 铜蓝仙鹟X1；小鸦鹃X1；金头扇尾
莺X1；9.26. 梅林公园：领角鸮 X1；9.29. 红树林：
黑枕黄鹂X1；9.30. 深圳湾：东方大尾莺X1；大批铁
嘴沙鸻飞临

10月份特别鸟况
10.7. 洪湖公园：棕扇尾莺X1；褐柳莺X6；10.13. 深
圳湾：东方大苇莺X2；褐柳莺X3；黑喉石鵖X2；金
斑 鴴 X50； 鹗 X2； 北 灰 鹟 X1； 理 氏 鹨 X1； 中 心 公
园：北灰鹟X3；小云雀X1；红喉歌鸲X1；黑喉石鵖
X4雌X1雄；棕背伯劳黑化X1；10.14. 侨城湿地：东
方 大 苇 莺 X1； 褐 柳 莺 X5； 黑 喉 石 鵖 X2； 金 斑 鴴
X375；大滨鹬X2；黑腹滨鹬X4；灰头麦鸡X2；绿翅
鸭X2；黄苇鳽X1；沙嘴检查站：黑枕黄鹂X2；观鸟
屋的东面的红树林上：黑脸琵鹭X10；凤塘河口：黑琵
X12；10.15. 侨香路香年广场：东方白鹳X1受伤已被
野保处救治；10.19. 笔架山公园：北灰鹟X2；10.21.
中心公园：八声杜鹃雌雄各1； 下沙鱼塘：草鹭×1；

10.23. 中 心 公 园 ： 小 百 灵 X1； 树 鹨 X10； 北 灰 鹟
X1； 10.24. 中 心 公 园 ： 灰 椋 鸟 X1； 10.25. 中 心 公
园：黑喉石鵖 雄X4，雌X3；理氏鹨X2；棕背伯劳深
化X1；灰椋鸟X7；褐柳莺X8；白胸苦恶鸟X3；白胸
翡 翠 X1； 乌 鸫 X3； 10.27. 笔 架 山 公 园 ： 褐 翅 鸦 鹃
X1；莲花山公园：灰卷尾X3；暗灰鹃鵙X1；黑忱王
鹟X1；紫寿带（雌）X1 ；10.28. 凤塘河口：凤头潜
鸭X150；深圳湾：黑卷尾X1；环颈鸻X189；理氏鹨
X3； 红 喉 鹨 X3； 黄 鹡 鴒 X1； 黑 腹 滨 鹬 X4； 灰 喜 鹊
X1；人民公园：噪鹃雌鸟X2。

11月份特别鸟况
11.1. 莲花山公园：赤红山椒雄X1、雌X1；黑尾蜡嘴
一群；11.3. 中心公园：北红尾鸲雄鸟X1；红树林生态
公 园 ： 黑 脸 琵 鹭 X4； 深 圳 湾 ： 蚁 鴷 X1； 北 红 尾 鸲
MMX1； 灰 喜 鹊 X1； 11.4. 中 山 公 园 ： 叉 尾 太 阳 鸟
X6；黄眉柳莺X5；黄腰柳莺X2；方尾鶲X2；北灰鶲
X1； 中心公园：噪鹃雄X1；亚成X1；灰喜鹊X10；
11.5. 中心公园：红胁蓝尾鸲X1；海南蓝仙鹟X1；北
灰鹟X1；11.6. 中心公園：紅尾歌鴝X1；11.10. 中山
公园：朱背啄花鸟X1雄，X2雌；斑姬啄木鸟X1；黄眉
柳莺X2；11.13. 中心公园：鸲姬鶲雄鸟X1；11.17.
莲花山公园：灰卷尾X1；北灰鹟X1；11.24. 深圳湾：
黑嘴鸥X1；斑脸海番鸭X1（深圳新记录）；凤头潜鸭
X15；凤头 X10；琵嘴鸭 X650； 11.25. 中山公
园：树鹨X2；北灰鶲X1；鸲姬鶲X1雄1雌；灰卷尾
X1； 栗 背 短 脚 鹎 X1； 虎 斑 地 鸫 X1； 11.26. 中 心 公
园：黑尾蜡嘴雀X2

12月份特别鸟况
12.1. 深圳湾：蚁鴷X1；八声杜鹃X1(雌或亚成）；中
山公园：八声杜鹃X1雄1雌；树鹨X15；12.2. 中山公
园：斑姬啄木鸟X1；深圳湾：斑脸海番鸭X1； 红树林
生态公园：凤头潜鸭至少X300；白骨顶至少X100；西
庄12.9. 梅林公园：鳞头树莺X1；金头缝叶莺X2；中
心公园：红胁蓝尾鸲X2；红树林：须浮鸥×1；12.10.
莲花山公园：白眉鸫X1； 12.12. 深圳中心城：白喉斑
秧鸡X1（深圳新记录）；12.13. 莲花山公园：白腹鸫
X3； 白 眉 鸫 X1； 红 胁 蓝 尾 鸲 雌 鸟 X2； 鸲 姬 鶲 雌 鸟
X1；12.15. 中心公园：红胁蓝尾鴝雄X1雌X1；北灰
鹟X1；深圳湾：灰斑鸻X2；黑腹滨鹬X150；金斑鸻
X20；青脚滨鹬X1；北红尾鸲X4；黑喉石鵖X1；理氏
鹨X1；凤头X4；赤颈鸭X1；12.16. 中心公园：
牛头伯劳X1；12.17. 洪湖公园：反嘴鹬X8；北红尾鸲
雄X1；12.19. 莲花山公园：赤红山椒雌鸟X1；方尾鹟
及 栗 耳 凤 鹛 7-8混 杂 ； 12.21. 洪 湖 公 园 ： 黑 领 噪 鹛
X8； 12.22. 洪 湖 公 园 ： 灰 背 鸫 1X； 北 红 尾 鸲 X3；
12.30. 红树林：红胁绣眼鸟X1；东方白鹳X1；12.30.
洪湖公园：反嘴鹬X50；红胁蓝尾鸲X1；金眶鸻X30；
12.31. 红树林生态公园：鹤鹬X6；12.31. 莲花山公
园：红喉姬鹟雌X1；灰背鸫X1；红胁蓝尾鸲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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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鸟课堂

新鸟课堂

白眼潜鸭 White-eyed Pochard

红脚苦恶鸟 Brown Crake

雁形目 > 鸭科 > 潜鸭属

鹤形目 > 秧鸡科 > 苦恶鸟属

ANSERIFORMES > Anatidae > Aythya nyroca

GRUIFORMES > Rallidae > Amaurornis akool

描述：中等体型(41厘米)的全深色型鸭。仅眼及尾下羽白色。雄鸟头、颈、

描述：中等体型(28厘米)，色暗而腿红。上体全橄榄褐色，脸及胸青灰色，

胸及两胁浓栗色，眼白色；雌鸟暗烟褐色，眼色淡。侧看头部羽冠高
耸。飞行时，飞羽为白色带狭窄黑色后缘。雄雌两性与雌凤头潜鸭区
别在于白色尾下覆羽(有时也见于雌凤头潜鸭)，头形有异，缺少头顶
冠羽，嘴上无黑色次端带。与青头潜鸭区别在两胁少白色。
虹膜－雄鸟白色，雌鸟褐色；嘴－蓝灰；脚－灰色。
叫声：雄鸟求偶期发出wheeoo哨音；雌鸟发出粗哑的gaaa声。其余时候少叫。
分布范围：古北区。越冬于非洲、中东、印度及东南亚。
分布状况：全球性易危(Collar et al., 1994)。在中国为地方性常见至罕见。繁殖在新疆西部，内蒙古的乌梁

腹部及尾下褐色。幼鸟灰色较少。体羽无横斑。飞行无力，腿下悬。
虹膜－红色；嘴－黄绿；脚－洋红。
叫声：拖长颤哨音，降调。
分布范围：印度次大陆至中国及印度支那东北部。
分布状况：繁殖在多芦苇或多草的沼泽。在中国南方的山区稻田为地区性常
见鸟。
习性：性羞怯，多在黄昏活动。尾不停地抽动。

素海，新疆南部零散湖泊，也可能于中国西部的一些地方。越冬于长江中游地区、云南西北部，
迁徙时见于其他地区。迷鸟及至河北及山东。
习性：栖居于沼泽及淡水湖泊。冬季也活动于河口及沿海泻湖。怯生谨慎，成对或成小群。

斑脸海番鸭 White-winged Scoter
雁形目 > 鸭科 > 海番鸭属
ANSERIFORMES > Anatidae > Melanitta fusca

斑姬啄木鸟 Speckled Piculet
形目 > 啄木鸟科 > 姬啄木鸟属
PICIFORMES > Picidae > Picumnus innominatus
描述：纤小(10厘米)、橄榄色背的似山雀型啄木鸟。特征为下体多具黑点，脸
及尾部具黑白色纹。雄鸟前额橘黄色。
虹膜－红色；嘴－近黑；脚－灰色。

描述：中等体型(56厘米)的深色矮扁型海鸭。雄性成鸟全黑，眼下及
眼后有白点，虹膜白色，嘴灰但端黄且嘴侧带粉色。雌鸟烟
褐，眼和嘴之间及耳羽上各有一白点。飞行时，次级飞羽白色
易别于黑海番鸭，脚色浅。
虹膜－雄鸟白而雌鸟褐；嘴－雄鸟嘴基有黑色肉瘤，其余为粉红色及黄色，雌鸟近灰色；脚－带
粉色。

叫声：反复的尖厉tsit声；告警时发出似拨郎鼓的声音。
分布范围：喜马拉雅山脉至中国南部、东南亚、婆罗洲及苏门答腊。
分布状况：指名亚种分布在西藏东南部；chinensis为留鸟，见于华中、华东、
华南及东南的大部地区；亚种malayorum见于云南西部及南部。不
常见，生活于常绿阔叶林，可至海拔1200米。
习性：栖于热带低山混合林的枯树或树枝上，尤喜竹林。觅食时持续发出轻微的叩击声。

62

叫声：相当安静。雄鸟求偶时大声尖叫，雌鸟为粗重的karrr声。
分布范围：北半球。亚洲种群越冬于朝鲜及日本海域。
分布状况：亚种stejnegeri为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及四川南充地区的罕见冬候鸟。迁徙时见于中国
东北，尤其是北戴河。香港有两次记录。
习性：内陆繁殖，海上越冬。习性与黑海番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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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精彩（一）
-- 哥斯达黎加观鸟之旅
【文/图：庭草/游隼】

两个月前通过网上寻找到下列公司:
http://www.watchingbirdscostarica.com/
通过邮件确定了行程，总体来说他们很专业、回复邮件也比较及时，在哥斯达黎加的观鸟行程费用为
1700美金一人，俩人共3400美金，一个标准间。从我们最后的体验来看，哥斯达黎加费用不低，但也觉得物有
所值。
旅游是哥斯达黎加最主要的产业之一，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向导，很多向导都有自己的公司，我联
系的这家公司估计也就2-3人。到哥斯达黎加后，接机并兼做向导司机叫Carlos，很专业，看起来像球王马拉多
拉，此程算为上面公司工作，其实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公司。此次行程就我和庭草，想起去年十月在尼泊尔七人
挤一辆长安面包的情景，觉得一辆丰田面包太奢侈了！
哥斯达黎加国土面积也就几万平方公里，我们此次七天行车里程大约七百公里，最长一天的行车距离只有
2百多公里，要是再开远一些要不就进海了，要不就是到巴拿马或者就是尼加拉瓜了。
第一天JAN.23：从纽约五小时飞机到哥斯达黎加唯一国际机场时已是晚上10点，接机到达酒店已是晚上十
一点多。我们住的第一家酒店，离机场仅十分钟车程。住下后，兴奋的我们带着手电往酒店门前这颗树上一
照，就发现两个新种，白翅哀鸽和热带霸鹟。

2012年春节，我和游隼两家人因家事去了美国。
趁着这个机会，1月23－30日，我们顺道南下飞到哥斯达黎加
— 一个连接南美和北美两大洲的通道国家，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

第二天JAN24：早晨六点多，向导就到酒店了，在酒店庭院
里观鸟2-3小时，收获全是新种。之后驾车前往SELVA VERDE
LODGE,行车距离100多公里。我们在这家酒店住了三晚，真正雨
林酒店非常棒，我们的房间――木房木地板，夜晚暴雨来临时，叮

上地处热带，且两边靠海，海拔从0至4000的大幅落差，造就了弹丸

叮咚咚，别样情趣；酒店大堂也很别致，还有酒店私家观鸟地，

之国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光鸟类就有近900种，而且鸟种

和丛林游泳池，爽啊。

与亚洲（除去部分水鸟）完全不同，这意味着踏上这片土地后你看的
任何一种不同的鸟都是新种，想想这感觉！爽！

第三天JAN25：早起，距离SELVA VERDE LDOGE大约几公
里的地方有个LA SELVA BIOLOGICAL RESERVE保护区，其实在
保护区附近就已经鸟浪阵阵目不暇接了，鸟多啊！在这个保护区

从香港-美国纽约，飞行14小时，纽约--圣何塞（哥国首都）
5小时，总距离约17000公里，遥远归遥远，那不一样的精彩让你无
法抗拒。

里，必须有该区的向导带领才可进入，他们都很专业。
第四天JAN26：距离酒店一小时车程的Waterfall Garden
and Virgen Del Socorro,这里海拔2000米了。09年的哥国大地
震造成几十人死亡，我们来到山中新建的移民村，看起来非常整

遥远的美洲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尽可能多的时间看鸟我们
的航班安排是晚上到圣荷赛、晚上离开圣荷赛，算起来是七夜八天。

洁漂亮。
第五天JAN27：离开住了三晚的高地LODGE，早晨早早的
出发，穿越国家公园再绕过到SAN JOSE，中午稍过便到达太平
洋岸边的Villa Lapas Lodge，开了短短的不到两百公里路，我们
就从热带雨林进入干热森林，温度也将迅速从舒适的20°上升到
近30°。
我们要住两晚的酒店里还有雨林教堂，在这里举行婚礼应该
很特别，此行程各个地方都是自助餐，相当不错！晚餐一杯免费
红酒不能错过，鸟人的生活就是应该如此，呵呵。。。藤条枯枝
也能编织出别样的花环，在这美丽酒店的花园里，为拍上让人惊
艳的丽彩鹀，游隼不幸踩上蚂蚁窝，被咬四十口，直到回到国内
后又是吃药、擦药后才止痒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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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到哥斯达黎加前从网上就看到哥国的SPA极具浪漫情怀，游隼念念不忘要体验一番。在这个酒店，
SPA是没有房间的，有的是森林里一个巨大的架空凉亭，星空闪烁的夜晚灯光迷离，虫鸣蛙叫，凉风阵阵，
85美金90分钟的SPA让你醉在夜晚的森林里。不甘寂寞的庭草跑来探视刚刚醒来的游隼，悍然发现凉亭边大树
上正爬行的食蚁兽，游隼也顾不得只穿底裤，迅速起身将该新种收获，常说一兽顶十鸡啊，兽难见！

远方的精彩(二)
-- 巴拿马观鸟之旅

午餐休息后，我们前往酒店附近的Carara National Park，哥国的国家公园都管理得很好，照例有不断的
惊喜给到我们。
【文/图：庭草/游隼】

第六天JAN28：早起，附近几公里就是Tarcoles River和红树林保护区，这里离入海口大约记公里。河里
满是鳄鱼，最长的鳄鱼近六米，挺恐怖的。
第七天JAN29：当晚住Savegre Vallegy。喜好享受、工作节奏慢的中美洲人导游，原定早七点半离开酒
店前往3小时车程外的下一站，在深圳鸟人的执着要求下改成早晨5:00出发。后来事实证明此举决定正确，否则
一天时间恐怕就只有3-4个小时看鸟时间。由于早晨车少，一路很顺，大约上午九点就到达了TALAMAMCA
MONTTAIN，海拔超过2500米。这里往南大约200公里就是巴拿马。在这里看到鸟种都是高海拔鸟重，蜂鸟也
在这里也能看到。
这是此程住的最棒的酒店，炉火熊熊为中美洲行程再添高潮！酒店老板也是观鸟爱好者，来此酒店的大部
分是观鸟者。来在这里，才发现欧美观鸟者众多，不过来自亚洲的面孔极少，中国人就只有我们了！我们看到
一大帮人来这里都是为了Resplentent Quetzal凤尾绿咬鹃，太
漂亮了！可惜我们运气差点，没见到。 凤尾绿咬鹃也是危地马拉

2012年暑假，利用送孩子去美国上高中的机会，游隼和我从美国纽约飞到中美洲的巴拿马城，9月6日－
14日，我们再次开始了9天的中美洲观鸟之旅。
巴拿马面积7700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地势西高东低，.位于南北美洲的连接桥，东部更是接壤世界上
鸟种最多的国家――哥伦比亚(>1860种)，因而巴拿马的鸟种极其丰富，达970种之多。
春节我们去过邻国哥斯达黎加，所以这次选择巴国的东部，临近哥伦比亚的达林省做为重点区域，这里人口
密度仅3-4人/平方公里，属于热带雨林地区，雨量充沛，植被茂密。
这次巴拿马观鸟之旅，我（庭草）目击鸟种170多，个人增加101个新种。经常下雨和懒散的行程对鸟种收
获有些影响，看鸟的旅程也不能只看鸟吧，多少了解和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正是旅行的乐趣和目的。

的国鸟，又名格查尔鸟、自由鸟，看来以后要去危地马拉收获此
种了。

这次行程是游隼联系哥斯达黎加的鸟导SCOTT安排的，具体如下：

在同样高度的山上，我们在寒风瑟瑟中等待了2个小时，并
且还付了每人5刀的进入私家领地的费用。
第8天.JAN 30：早晨在酒店附近观鸟到中午，收获不算
多。中午离开酒店，一路直奔机场，大约下午3点到达机场，圆
满结束哥斯达黎加行。哥机场需要付每人25美金的离境税。
Ps：咖啡是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经济作物。在哥斯达黎加，还
是有一部份人只会讲西班牙文，跟他们的沟通只有比划了。在哥

The long Isthmus of Panama offers a varied avifauna. A total of 976 bird species with 105 regional
endemics distributed in five Endemic Bird Areas. In addition to this, over 100 of the species are from
South
American origins or not found in the rest of Central America. Geographic birding in Panam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zones, Central Panama, Western Highlands and Eastern Panama. The long narrow
country
provides easy access to the mountains and lowlands on both sides.

斯达黎加，人鸟和谐、人兽和谐，能出几张好片不是拍摄水平，
而是在鸟！
再见，哥斯达黎加！
再见！中美洲！我们还会再来的！

Sept 6 ：Arrival and Metropolitan National Park
Arrive in Tocume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140 am where you will be warmly welcomed and
escorted back
to your hotel on a hotel shuttle service. In the fternoon you will visit a national park very close to the
city for
birding.
At only 10 minutes from downtown, Parque Natural Metropolitano is one of the most accessible
tropical

【精彩请参考】：深圳观鸟协会论坛
http://www.szbird.org.cn/forum/dispbbs.asp?boardid=5&Id=9638
http://www.szbird.org.cn/forum/dispbbs.asp?boardid=5&Id=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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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s in the world. The parks has 227 species of birds including Lance-tailed Manakin, Yellowgreen
Tyrannulet, Rosy Thrush-Tanager among others. No meals included Albrook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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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野鸟摄影欣赏
Sept 7： Pipeline Road and Discovery Canopy Tower
At the Soberania National Park the famous Pipeline Road, one of the top spots for birdwatching, takes you
deep into the rainforest of the Panama Canal. This road is one of the birdiest locations in Central America,
and its divers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habitat heterogeneity in the park; secondary, old growth forest,
swamps and streams. Eight species of wrens, five trogons, four puffbirds, three motmots, many antbirds
and even more flycatchers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the road.
After about 1 mile you can visit the Panama Rainforest Discovery Center. The visitor Center is 140 square
meters of open structure with terrace, hiking trails a 105 feet high observation Tower. Spiral stairs and 4
rest platforms every 25 feet. Breakfast included Albrook Inn

灰头鸦雀-雪莲花

普通鵟- JERRY

蓝喉歌鸲-老海

领雀嘴鹎-老蟀

绿隐蜂鸟-游隼

猛鸮- coolPeter

普通翠鸟-西庄

蛇雕－信天羽

乌鸫- xglj

乌林鸮-天涯游侠

橡树啄木鸟-庭草

小白鹭-田菲

小青脚鹬-翔云

绣眼鸟-车神

赭红尾鸲-无忧

朱背啄花鸟-海阔天空

紫嘨鶇-水煮鱼

纵纹刺嘴莺- bluestar

Sept 8 ：Central east lowlands
The transport will pick you at Albrook Inn and take you to Burbayar area
All meals included Burbayar Lodge
Sept 9 ：Burbayar
Birding the trails and hotel grounds with a local birding guide
All meals included Burbayar Lodge
Sept 10 ：Darien Jungle
Transport on a 4x4 vehicle from Burbayar to Torti, wher you will be birding
All meals included Filo del Tallo Lodge
Sept 11： Darien Jungle
Spend the day birding areas around Chucunaque River
All meals included Filo del Tallo Lodge
Sept 12 ：Darien Jungle
Birding the hotel grounds All meals included Filo del Tallo Lodge
Sept 13： Back to Panama
Hotel staff will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in Panama City
Breakfast included Albrook Inn
Sept 14：Departure Breakfast includedSept 8 Central east lowlands
The transport will pick you at Albrook Inn and take you to Burbayar area

【一些小贴士】：
1）1-4月是巴国的旱季，5-12月是雨季，天天下雨，春节去合适，雨少+凉快+迁徙鸟。
2）9月里白天闷热(30-33度)，阴处凉爽，早晚间有点凉(23-26度)。
3）低地林子里蚊虫多，但处于小山坡上的宾馆几乎察觉不到蚊虫，可是几天下来我和
游隼还是发现被咬的厉害，特别痒，经久不止，所以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4）今后去的鸟友可以直接联络巴拿马的鸟导，应该可以节省20%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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