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一个⻓长江·野⽣生动植物保护⼩小额基⾦金金是由世界⾃自然基
⾦金金会、华泰证券、⼀一个地球⾃自然基⾦金金会联合发起，旨在

关注⼈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力

中国本⼟土保护团队的成⻓长。


       2019年年12⽉月12⽇日，正式⾯面向社会发起项⽬目征集，截
⽌止2020年年1⽉月12⽇日，共收集到24份项⽬目申请，通过合规
审查、初审、终审， 终复旦⼤大学等13⽀支团队的11个保
护项⽬目⾸首批获得基⾦金金⽀支持。这些团队将在项⽬目地开展⽣生

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巡护、社区共管、栖息地改善和当

地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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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内容： 

第1季度项⽬目亮点选登 

2020年年度⽀支持项⽬目简介 

季度通讯 
⼀一个⻓长江·野⽣生动植物保护⼩小额基⾦金金

一个长江·野生动植物保护小额基金项目季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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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保护项⽬目 

江苏科技⼤大学环境保护协会 

      此项⽬目开始于2020年年3⽉月，微信⼩小程序⻓长江江豚保护
志愿者交流平台是“保护⽣生命之河，留留住⻓长江微笑”项⽬目
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它承担着线上招募志愿者以及⻓长江

江豚科普团讲师、线上培训、分组；⺠民间江豚保护志愿

者交流；各类江豚保护活动发布等任务。⽬目前平台栏⽬目

划分为江豚科普、志愿者招募、组织⼀一览、保护

区违法违规报送、活动预告、活动回顾、新闻资

讯等。经过协会两个⽉月的筹备后，⻓长江江豚保护

志愿者交流平台于2020年年5⽉月1⽇日正式上线。


    


      5⽉月份期间，协会录制的“守望⻓长江，守护微
笑”⻓长江江豚五节系列列微课正式在平台上线，作
为疫情期间，⻓长江江豚科普团线上培训以及志愿

者学习的⼀一种⽅方式。截⽌止6⽉月10⽇日，系列列微课堂
的播放量量累计为700余次，五⽉月份全平台⽤用户累
计615⼈人，访问量量达3.6万余次。⽬目前，协会正
在积极推⼴广该平台，以利利⺠民间江豚保护志愿者能

够通过平台学习更更多江豚保护⽅方⾯面的专业知识，

有更更多途径能够参与江豚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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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交流平台 
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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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红⼭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公众教育项⽬目研讨

会顺利利举⾏行行 
红⼭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项⽬目 

南京红⼭山森林林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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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 王放

南京市红⼭山森林林动物园的⼩小红⼭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项⽬目研讨会于2020年年4

⽉月28⽇日在园内顺利利举⾏行行。出席研讨会的有相关领域专家、华泰证券项⽬目负责⼈人、动物

园领导及动物园项⽬目组成员，活动邀请了了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和江苏卫视等省市媒体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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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沈沈志军致欢迎辞，表达了了动物园在在本项⽬目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预期，在本⼟土

野⽣生动物保护与保护教育职能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影响和带动南京及周边更更⼤大

范围内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与⾏行行动的作⽤用。

华泰证券项⽬目负责⼈人⻙韦晔对⼀一个⻓长江项⽬目⼩小额项⽬目进⾏行行了了介绍，他肯定红⼭山动物

园近年年来保护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希望通过此项⽬目建⽴立企业公益回馈推动本⼟土动物保

护和宣传的示范效应，从动物园到园林林系统到社区， 终影响⼈人们动物保护意识的转

变。

⼩小红⼭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工作教育项⽬目负责⼈人⽩白亚丽介绍了了⼩小红⼭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公众教育项⽬目的⽴立项背景、项⽬目⽬目标和三年年计划。本项⽬目拟对⼩小红⼭山区域开展深⼊入的

物种多样性本底调查，梳理理区域内物种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制定局部⽣生态环境保

护可⾏行行性建议与修复计划，开展环境修复⼯工作的试点性尝试，并通过相关能⼒力力建设培

训，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理体系的健全，通过本⼟土物种解说体系的建⽴立和公共

教育活动的开展，提升公众特别是周边常住居⺠民对本⼟土物种保护的认识。

上海海复旦⼤大学研究员王放分享报告《野⽣生动物研究、红外相机调查和公⺠民科学家项

⽬目》，科学使⽤用红外相机对⼤大熊猫及伴⽣生动物进⾏行行野外调查，并对调查数据⽤用科学⽅方

法进⾏行行建模分析，推断和评估物种的栖息地选择、物种的时间活动节律律、⼈人类活动对

野⽣生动物的影响、物种之间的种间关系、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保护区的有效性。在教

学和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急迫性，开始以上海海为例例，集结多⽅方

⾯面资源和⼒力力量量对上海海的⽣生物多样性进⾏行行调查。以⾼高校提供技术⽀支持，⽹网络众筹作为项

⽬目启动资⾦金金，通过⽹网络宣传引起公众关注，招募合作团队和志愿者，在不不断的尝试和

努⼒力力中，让公众⼀一起参与到保护本⼟土野⽣生动

物的⾏行行动中来。

     南京市绿化园林林局副局⻓长赵菊林林就南京

市近⼗十⼏几年年森林林资源的恢复和⻁虎凤蝶、江豚

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进⾏行行简要介绍，指出北北

京和上海海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对今后南京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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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山项⽬目⾮非常有意义，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他表示

未来将加强对城市中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在加⼤大基础情况普查、提⾼高全社会关注度

和参与意识上下功夫。

红⼭山公园社区书记宫琛表示⽣生态环境是市⺠民幸福指数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在

以后的⼯工作中加强公众教育，队伍建设可以拉动社区党⽀支部参与，结合⻘青少年年社会实

践；宣传⽅方式可以多样如宣传栏、宣讲和趣味活动；园区可以圈地拉出保护⽣生态线，

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南京林林业⼤大学鲁⻓长⻁虎教授作为本项⽬目的技术顾问，对项⽬目的示范意义表示充分肯

定，并指出项⽬目除了了前期的⽣生物多样性普查⼯工作，更更重要是在公众教育特别是⼉儿童的

保护教育⼯工作，建议开展公⺠民在项⽬目前后意识改变的研究。

下午项⽬目组成员与专家到⼩小红⼭山⽣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现场调研，通过实地踩点后，

专家讨论给出今年年⽣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技术建议：1、红外相机⼀一半放在动物易易于出现的

区域，⼀一半机动安放在不不同⽣生境，不不同⼈人为⼲干扰因素区域；2、每⽉月⼀一次数据回收，资

料料分类整理理，50次以上做数据分析；3、做控制和对照组，分析评估⼈人为⼲干扰因素；

4、救助后的本⼟土动物放⽣生前戴上项圈，做本⼟土动物⽣生活习性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提⾼高了了⼯工作团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专业理理念和⽅方法认知，为下⼀一

步项⽬目的开展和推进做了了重要指导，同时为未来社区合作，全市范围内的试点推⼴广打

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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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洞洞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是⽬目前世

界上唯⼀一的⾃自然野化麋⿅鹿种群，

东洞洞庭湖麋⿅鹿亚群是该种群 具发展潜⼒力力的群体之⼀一。

根据项⽬目组2020年年1⽉月份的调查结果，东洞洞庭湖麋⿅鹿亚
群个体数量量达到198头，和湖区内越冬候⻦鸟、⻓长江江豚
并列列重点保护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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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洞洞庭湖麋⿅鹿调查，结果可喜！ 
⾃自然野化麋⿅鹿监测和保护项⽬目 

湖南东洞洞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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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于2020年年5⽉月27⽇日，在⻓长江汛期来临前的
麋⿅鹿产仔末期和交配前期，对洞洞庭湖区麋⿅鹿种群数量量、

繁殖情况和栖息地状况进⾏行行了了⼀一次调查。本次调查仅在

注滋河湿地区域就发现四个繁殖群体，共观察到麋⿅鹿61
头，其中雄性11头、雌性35头，幼体17头。

同时，项⽬目组对5⽉月份麋⿅鹿主要栖息⽣生境进⾏行行了了调
查，发现⽬目前洞洞庭湖麋⿅鹿主要分布在芦苇场与⽔水体交界

的滩涂上。洞洞庭湖⼤大⾯面积的浅⽔水滩涂为交配期的麋⿅鹿提

供了了优良的交配场和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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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奔跑的麋⿅鹿© 张鸿 

微笑的麋⿅鹿© 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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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发现多起危害⻦鸟类事件

并做出妥善处理理 

武汉市珍稀⻦鸟类保护项⽬目 

武汉观⻦鸟协会 
   
    

     在“⼀一个⻓长江·⼩小额物种”项⽬目的资
助下，武汉市观⻦鸟协会于2020年年第
⼆二季度分别派专业⻦鸟类监测志愿者

到⻓长江天兴洲和⽜牛⼭山湖开展以⿊黑鹳

（C i c o n i a n i g r a）及⻘青头潜鸭
（Aythya baeri）为主要⽬目标的珍稀
濒危⻦鸟类监测⼯工作。 

本季度在天兴洲的2次监测活动中，
记录到⿊黑鹳 ⼤大个体数量量1只；在⽜牛

⼭山湖的3次监测活动记录到⻘青头潜鸭 ⼤大个体数量量达45只。 

在监测过程中发现多起危害⻦鸟类安全的事件，协会都做了了

相应的处理理。 

4⽉月在⽜牛⼭山湖，监测志愿者解救了了2只误⼊入捕虾笼的⿊黑⽔水
鸡，当场放⻜飞；监测过程中发现有不不法分⼦子电捕⻥鱼，协会事后及

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了了解情况后，对涉及⼈人员

进⾏行行了了相关的渔业法律律法规宣传，并进⼀一步加强了了对梁梁⼦子湖区的

监管巡查⼒力力度。 

5⽉月在⽜牛⼭山湖，发现2张⾼高5⽶米⻓长约40⽶米的捕⻦鸟⽹网，监测志
愿者解救了了1只挂⽹网的乌鸫，当场放⻜飞，并向有关部⻔门举报。相
关部⻔门进⾏行行了了调查了了解，开展了了普法宣传并要求农户承诺不不再架

⽹网驱⻦鸟。 

     5⽉月在天兴洲，监测志愿者从捡拾拾⻦鸟卵卵的市⺠民⼿手上挽回3枚完
好的环颈鸻卵卵，送回附近的巢⽳穴中。协会将游客⼲干扰沙滩⻦鸟类繁

殖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料，向有关部⻔门做了了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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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穿⼭山甲保护项⽬目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为了了开展濒危物种穿⼭山甲的野外调查⼯工作，四年年来

协会⼯工作⼈人员、会员、志愿者们⾏行行程累计数⼗十万公⾥里里。

⾛走过湖南和江⻄西很多偏远的⼩小⼭山村，只可惜都没有⽤用红

外相机监测到活体的野外穿⼭山甲。4⽉月25⽇日，穿⼭山甲项
⽬目组成员再次踏上了了前往江⻄西⼤大⼭山的路路。在向导黎师傅

的带领下，调查队要去取回去年年12⽉月份安装的红外相
机。按照之前的经纬度定位，队员们陆续找到了了之前安

装的红外相机。经核实，其中⼀一台相机记录到了了⼀一头正

在快速⾏行行⾛走的穿⼭山甲，⽽而且从体型和短尾特征判断，这

就是⼀一头中华穿⼭山甲，⽬目测体重在4公⽄斤以上! 
     

    中华穿⼭山甲已危在旦

夕，它们随时可能踏⼊入灭

绝的深渊。但根据协会四

年年来的野外考察、对村⺠民

开展的乡⼟土调查访问、捕

捉到的洞洞⽳穴和痕迹、以及

今天红外相机记录的影

像，说明它们在野外还有

⼀一个⼩小种群，保护它们还

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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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相机监测发现中华穿⼭山甲 
野外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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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对此表示了了震惊和担忧。临港新城是通过围垦⽽而
成的新城市，这个地区本身就存在过度围垦的现象。堤

内的各种湿地⽣生境是东亚迁⻜飞带上许多候⻦鸟的栖息地，

⽽而且芦苇湿地⾥里里还⽣生活着包括震旦鸦雀在内的各种本地

留留⻦鸟。芦苇湿地如果被全部填埋的话，不不光会危及许多

候⻦鸟的⽣生存，同时也威胁着临港新城的⽣生态安全。⽤用林林

地代替天然湿地，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生态学基本原理理的

⾏行行为。由于城市建设，植树造林林，开荒种地等原因，南

汇东滩湿地⾯面积⽇日益萎缩和碎⽚片化，⽣生态功能越来越

低。

南汇东滩湿地是上海海及周边

地区⻦鸟友的观⻦鸟天堂，也是

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二的观

⻦鸟热点（ebird平台）。但

是，随着临港新城的发展和

建设，南汇东滩湿地的⽣生态

情况⽇日益恶化。2020年年五⼀一

节假⽇日期间，有⻦鸟友报告南

汇东滩湿地的芦苇地正在被

推倒和填埋。协会迅速通过

12345市⺠民热线反映了了这个破

坏湿地⽣生态的情况。五⼀一节

过后，协会得到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相关部⻔门的约⻅见，沟

通关于芦苇地施⼯工的情况。

据称，管委会这次⼯工程是为

了了进⾏行行“⻓长江防护林林”建设，并

且落实临港新城地区森林林覆

盖率指标。项⽬目完成后，堤

内的芦苇湿地基本上将被林林

地完全替代。为了了做好湿地

保护，管委会也划出来1.7平

⽅方公⾥里里的滨海海区域，作为将

来的城市级湿地公园建设。 

通过公众宣传，缓停湿地填埋⼯工程

南汇东滩⻦鸟类保护项⽬目
上海海海海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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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的姜⻰龙⽼老老师专⻔门整理理
有关临港新城湿地保护的相关资料料，让⼤大家更更加清楚湿

地保护所经历的艰难曲折。阿拉善公益协会（SEE）、
让侯⻦鸟⻜飞、中国绿发会、绿⾊色营上海海⼩小组、同济⼤大学⼯工

程学院的“新⼯工科”微信公众号等，也先后推送⽂文章，批
评这种只顾完成种树指标，不不顾⾃自然湿地⽣生态保护的做

法。 

     为了了更更好地了了解芦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协会从5⽉月
17⽇日开始，每个星期⽇日早上组织⻦鸟友，通过公⺠民科学的
⽅方式，调查芦苇湿地⻦鸟类多样性。协会先后组织了了5次⻦鸟
类调查，参与⼈人次达到100多⼈人次，很多参加活动的朋
友还⾃自⼰己写了了活动报告。活动既收集了了科学数据，也进

⼀一步让⼤大家认识到了了芦苇湿地的重要⽣生态功能。 
 

     在公众的关注下，临港管委会已经暂时停⽌止了了填埋

⼯工程。在管委会对于市⺠民热线的回复中，管委会解释

被填埋的芦苇湿地是“临时卸点”，已经停掉；以后会
“有规划，有步骤地建设防护林林和城市森林林，⽣生态⽔水
系，⽣生态绿地”；⾚赤⻛风港城市级湿地公园建设会遵照
“⼈人⻦鸟和谐”为原则。协会希望，有关部⻔门充分重视湿
地⽣生态保护，作为临港新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共

同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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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了留留住芦苇湿地，协会通过“⽣生态南汇”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了关于南汇东滩芦苇湿地将被填埋的帖⼦子：“候⻦鸟⽇日的
这个话题太沉重：临港新城的芦苇湿地将被填埋”。正值
“世界候⻦鸟⽇日”，这个话题引爆了了⽹网络，许多野⽣生动物保护
专家如复旦⼤大学的王放研究员，猫盟的宋⼤大昭⽼老老师，以及

公众号鸦雀有⽣生等进⾏行行了了转发或发帖评论。众多媒体也纷

纷关注这次推苇事件。上海海电视台采访了了协会和管委会相

关部⻔门，重点报道了了这次芦苇湿地被毁的事情。


《中国⻘青年年报》也以“上海海临港：魔幻的植树造林林”为
题报道了了推苇造林林的事情。不不少报纸采访了了协会，上海海地

区的野保志愿者群体也对于毁湿造林林的事情做出反应：



第1季度项⽬目亮点选登

持续推进外业调查，积极开

展多样的公众宣传活动 

上海海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上海海复旦⼤大学 

    上海海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陆续在闵⾏行行体育公
园、顾村公园、浦江郊野公园、世纪公园和上海海植

物园开展调查，回收红外相机29台，并围绕5个监
测点位完成红外相机位点轮换，回收数据量量约

165G，⽬目前数据正在整理理中。五⽉月份，项⽬目团队
还增加⼀一个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区域——复旦⼤大
学，设置调查位点10个。 
    同时，团队⼤大⼒力力开展线上、线下的公众宣传活
动，号召⺠民众参与公⺠民科学家活动，⼀一起为城市的

各种⽣生态研究难题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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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王放⽼老老师接受《科

技⽇日报》访谈介绍城市⽣生物多

样性，相关内容发表在《学习

强国》题为《嗨，你们好！城

市⾥里里的动物邻居》；和复旦⼤大

学合作，在B站开展⽹网络直播
课堂:《疫情之下，⼈人与野⽣生动
物的冲突与共存》，直播时间

80分钟，参与⼈人次1万。 

四⽉月：《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生活在城市⾥里里的野⽣生动

物们过的好吗》；太仓市读书

节公众报告《疫情之下，⼈人和

野⽣生动物的冲突和共存》；科

学公益直播平台在线讲座《⽣生

态学视⻆角下⼈人与动物的荒野和

城市》；世界⾃自然基⾦金金会

（WWF）微博和公众号地球
⽇日专题⽂文章《你知道什什么是

“⼤大熊猫的味道”吗》。 

五⽉月：《全历史》APP发
表⽂文章《荒野上海海，貉以为

家》；5⽉月7⽇日搜狐直播城市⽣生
物多样性，观众达40万；5⽉月
16⽇日“晋才计划”⾃自然导赏员线

下培训讲座；5⽉月23⽇日上海海⾃自
然博物馆野⽣生动物保护线上讲

座。 



2020年年度⽀支持项⽬目简介

 

1、上海城市⽣物多样性保护项⽬ 

涉及物种：獐、貉 

地点：上海 

执⾏单位：上海复旦⼤学 

项⽬内容： 

    以上海海作为代表性研究区域，研究城市哺乳动物群落对于⼈人类
活动的响应，识别致危因素并制定保护管理理措施，带动社会组织
及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管理理。

    综合红外相机调查、植被样⽅方调查等多种宏观、微观⼿手段，在
超过30个调查⼩小区研究城市代表性兽类在分布、活动节律律等⽅方⾯面
对于⼈人类活动的响应，识别物种的受胁因素，制定关键栖息地和
潜在廊道恢复⽅方案。项⽬目将集中⾼高校、管理理部⻔门、社区等机构的
⼯工作，将研究结果汇总为恢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案，并贡
献于公众教育。

 

2、南汇东滩鸟类保护项⽬ 
涉及物种：震旦鸦雀 

地点：上海 

执⾏单位：上海海洋⼤学 

项⽬内容： 

     南汇东滩湿地是上海海地区热⻔门的⻦鸟类观测点，有⻦鸟种记录
425 种，其中湿地的⽣生态保护对于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教育意
义重⼤大。芦苇湿地是中国特有的濒危⻦鸟种-震旦鸦雀的栖息地，
但是，近年年来，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湿地破坏情况严重。 

    通过⾼高校-⻦鸟友-当地社区的多⽅方联动，调查包括震旦鸦雀在内
的芦苇湿地⻦鸟类的⽣生态状况，推动芦苇湿地的⻦鸟类保护⼯工作，提
升本地市⺠民的⽣生态意识，完善⾼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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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头潜鸭栖息地恢复项⽬ 
涉及物种：红头潜鸭 

地点：苏州昆⼭ 

执⾏单位：苏州林学会 

项⽬内容： 

      本项⽬目拟在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原⻢马场恢复重建区内，
采⽤用⽣生态⼯工程技术与⽣生态系统管理理等⼿手段，对IUCN Redlist易易危
（VU）⽔水⻦鸟红头潜鸭栖息地进⾏行行恢复和维护。 

     减少栖息地内⽣生⻓长过盛的挺⽔水植物，恢复作为⽔水⻦鸟⻝⾷食物来源的
沉⽔水植物。通过⽔水⽣生植被的调整与优化，改善该区域栖息地环境质
量量。  

4、长江江豚保护项⽬ 
涉及物种：长江江豚 

地点：江苏镇江 

执⾏单位：江苏科技⼤学环境保护协会 

项⽬内容： 

     本项⽬目旨在以⾃自身优势，联合镇江当地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及
相关⾼高校，就打造江豚教学精品课程、开发江豚保护线上平台、
开展江豚保护志愿者培训、筹建镇江市江豚保护协会等⽅方⾯面为保
护⻓长江江豚，保护⻓长江做⼀一份贡献。 

     通过宣传教育及实地考察培训，培养⼀一批优秀志愿者投身“保
护⻓长江，守望江豚”的队伍中。开发社会参与江豚保护平台，完成
镇江⻓长江豚类保护区社会调查报告。 终提升镇江社会各界对⻓长
江⽣生态的关注，使更更多⼈人参与到江豚保护⼯工作中。 

5、红⼭地区⽣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项⽬ 
涉及物种：獐、貉 

地点：江苏南京 

执⾏单位：南京红⼭森林动物园 

项⽬内容： 

      项⽬目旨在影响和带动南京及周边更更⼤大范围内对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关注与⾏行行动。 

    针对⼩小红⼭山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具体的管理理优化⽅方案；
对重点区域建⽴立保护性屏障，在貉、鼬獾等兽类活动密集区域恢
复设置围栏，避免⼈人为⼲干扰，维护环境原⽣生态；对区域内重点⽣生
境开展修复，对因晨练拓拓地导致的⼤大⾯面积⻩黄⼟土板结裸露露区域进⾏行行
地形修复，植被、地被修复，并制定常态维护管理理⽅方案；对区域
内重要的管理理⽚片区、植物、野⽣生动物，设计环境教育解说体系；
通过持续的⾯面向公众开展保护教育宣讲，促进公众对本⼟土物种保
护的⽀支持和⼴广泛关注。



2020年年度⽀支持项⽬目简介

6、都昌鸟类环境教育项⽬ 
涉及物种：⼩天鹅 

地点：江西都昌 

执⾏单位：江西都昌候鸟省级⾃然保护区管理局 

项⽬内容： 

    本项⽬目⽬目标旨在继续发挥鄱阳湖候⻦鸟都昌县救治医院救
护伤病候⻦鸟的同时，通过打造提升转变为⼀一个社会公众参
与湿地候⻦鸟保护的宣传教育平台，并探索社区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发展的有效机制。 

   通过开发⾃自然教育系列列课程，打造⾃自然教室，开展公众
宣教活动，来提⾼高周边社区居⺠民保护意识，促进中⼩小学⽣生
研学教育发展。 

7、中华秋沙鸭调查项⽬ 
涉及物种：中华秋沙鸭 

地点：江西赣州 

执⾏单位：江西环境⼯程职业学院绿⾊环境协会 

项⽬内容：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对赣江主河道分布的中华秋沙鸭
进⾏行行种群数量量、关键⽣生境因⼦子、栖息地状况、致危因素等
进⾏行行调查。掌握中华秋沙鸭的种群数量量、致危因素、栖息
环境变化等现状，为保护中华秋沙鸭提供决策性的对策建
议。 

    在赣江万安、泰和有中华秋沙鸭分布区域的地点开展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增强就地保护⼒力力量量。

8、中华秋沙鸭宣教项⽬
涉及物种：中华秋沙鸭 

地点：湖南常德 

执⾏单位：湖南⽂理学院护鸟营 

项⽬内容： 

      本项⽬目⽬目标旨在有效提升公众对中华秋沙鸭的保护意
识，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普及相关法律律知识并将⽣生
物多样性理理念带进校园，加强中华秋沙鸭在内的科普宣
教，增强⼤大中⼩小学⽣生对中华秋沙鸭的认识和了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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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穿⼭甲保护项⽬ 
涉及物种：中华穿⼭甲 

地点：江西、湖南 

执⾏单位：赣州市野⽣动植物保护协会、长沙市野⽣动植物
保护协会 

项⽬内容： 

本项⽬目在湖南、江⻄西两省开展穿⼭山甲的野外调查⼯工作，获取
野外分布区域、种群数量量、致危因素、栖息地变化等信息；
同时开展贸易易调查，掌握重要地区贸易易现状；并通过开展宣
教活动，提升公众对穿⼭山甲与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10、⾃然野化麋⿅监测和保护项⽬ 
涉及物种：麋⿅ 

地点：湖南岳阳 

执⾏单位：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然保护区管理局 

项⽬内容：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已有调查数据的分析，并利利⽤用常规调查和
GPS动物追踪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东洞洞庭湖麋⿅鹿亚群的分
布区域变化、环境适应策略略进⾏行行研究； 

通过开展⾼高洪⽔水位和枯⽔水期的麋⿅鹿调查，撑握洞洞庭湖区麋⿅鹿
有效避开⾼高洪⽔水位威胁的迁移通道，并为保护该迁移通道提
出⾏行行之有效的保护建议。 

同时，针对湖区麋⿅鹿受洪⽔水围困、受⼈人类⽣生产⽣生活⼲干扰等影
响下受伤麋⿅鹿的情况，通过开展宣传、建⽴立麋⿅鹿救护站和社
区联合救护平台，在硬件和软件上为麋⿅鹿创造良好的救助条
件。 

11、武汉珍稀鸟类保护项⽬ 
涉及物种：青头潜鸭、⿊鹳 

地点：湖北武汉 

执⾏单位：武汉市观鸟协会、武汉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 

项⽬内容： 

在武汉市开展⻘青头潜鸭、⿊黑鹳等珍稀⽔水⻦鸟栖息地保护⼯工作，
保护⽜牛⼭山湖地区以⻘青头潜鸭为代表的⽔水⻦鸟栖息地，促进该地
区⻘青头潜鸭种群复壮；同时掌握武汉⻓长江洲滩⿊黑鹳、⻩黄胸鹀
等栖息地现状。 

通过监测与宣教，呼吁及动员普通市⺠民关注、加⼊入⻘青头潜鸭
和⿊黑鹳等珍稀⽔水⻦鸟的保护，并与相关政府管理理部⻔门进⾏行行沟通
促进开发规划及⼯工程建设的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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