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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

用用镜镜头头拍拍摄摄鸟鸟类类 呼呼吁吁社社会会重重视视环环保保
首首开开股股份份刘刘安安：：

打渔山位于葫芦岛市塔山乡境内，
这里有山有海有河有湿地， 良好的生
态环境让打渔山早就成为候鸟南北迁
徙的中转站。 大天鹅、 小天鹅、 赤麻
鸭、 灰鹤、 鹭类等， 数以万计的留鸟
在这里生活， 300多种鸟类在这里驻足
停留， 反嘴鹬、 黑嘴鸥这类易危野生
鸟类也在这里落脚。

正是在这里， 刘安与鸟结缘， 爱
上了拍鸟。 他学习不同鸟类的生活习
性， 拍摄了大量鸟类照片。 此后， 他
利用这些照片， 宣传鸟与自然、 人与
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他参与并且动员
身边的人参与到打渔山的生态守护工
作， 为鸟儿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结缘打渔山
初识鸟类真面目

打渔山是一个面积约1平方公里，
海拔高度58.2米的海岛 ， 三面临滩 ，
一面对海。 这里曾是辽沈战役塔山阻
击战主战场的所在地之一。 如今， 这
里是省级自然保护区 ， 是候鸟们的
“驿站”， 也是留鸟们的美丽家园。

作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安从2016年开始分管首
开股份北方区域， 其中葫芦岛公司开
发的提香湾项目毗邻打渔山。 工作之
余， 刘安开始尝试在这里拍鸟， 自此，
与打渔山、 与鸟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目前世界上有8条候鸟迁徙路
线， 其中经过我国的主要有3条， 包括
东北地区和华北东部， 这里的候鸟大

多沿海岸向南迁飞至华中或华南， 甚
至迁徙到东南亚、 大洋洲等地区。” 说
起鸟儿的事， 刘安如数家珍。 “打渔
山就是在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必经之地，
每年会有几千只候鸟在此停留。 如果
这里的环境遭到破坏， 它们很有可能
因为在旅途中找不到合适的休息地 ，
而造成整个群落的灭绝。”

天鹅、 灰鹤、 反嘴鹬、 翘鼻麻鸭
……三年来， 刘安在打渔山拍摄了种
类众多的野生鸟类， 不仅对它们的特
征、 习性了如指掌， 就连从幼鸟到成
鸟的种种细微变化也都如实地记录下
来。 然而他笑言， 自己曾经也只是个
门外汉： “看到林子里的鸟就都叫麻
雀， 看到水里游的就都叫鸭子。”

拍鸟有鸟缘
白鹤摆pose让他拍

正是由于热爱， 刘安对鸟类的学
习过程迅速而高效。 除了在书本、 网
上、 论坛学习外， 偶然的机会， 刘安
结识了葫芦岛市野生动植物湿地保护
协会副会长聂永新。 二十多年前， 聂
永新放弃了红火的养殖业， 开始修复、
看护打渔山， 守护候鸟栖息地。 在聂
永新的帮助下， 刘安对鸟类的知识日
益丰富也在不断地拍摄中直接感受到
了鸟儿的灵性。

“鸟是有记忆的、 有智慧的、 有
情感的。” 长时间地拍摄， 在与各种珍
禽日积月累的相处中， 刘安似乎渐渐
读懂了鸟儿的表情和举止， 感受到了

这群精灵的美丽和奇妙。
拍鸟得有鸟缘 ， 刘安就是个有

“鸟缘” 的人， 曾拍下白鹤倩影就是最
佳证明。 2016年5月的一天， 刘安本想
拍摄翘鼻麻鸭， 结果等了一天也不见
到它们的踪影。 他心有不甘， 提着沉
重的设备在一人多高的芦苇丛中继续
前行 ， 突然看到了远处的两只白鹤 。
他立即手忙脚乱地架好机器， 拍下了
白鹤觅食和翩翩飞舞的画面。

“那是一公一母两只白鹤， 当时
我还没有什么经验， 很激动， 两只白
鹤看着我的方向， 还摆出了几个不同
姿势， 等我拍完了放下相机， 它就翩
翩起舞地飞走了。” 刘安说， 他和白鹤
就像在用心灵进行交流。

后来他了解到， 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白鹤处于极端濒危状态， 2008年之
后， 葫芦岛当地就没有人再拍到过。

“当你发现鸟儿是如此有灵性的
生命， 怎么还会舍得破坏它们的家园
呢？” 就这样， 拍鸟、 懂鸟、 爱鸟， 他
一步步投身环境保护工作。

致力于环保
守护鸟儿的家园

刘安意识到保护环境不仅要从点
滴做起， 更要从娃娃抓起。 去年夏天，
在他的促成下， 首开集团启动打渔山
研学活动， 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
文化交流中心、 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
摄影竞赛展开合作， 带领青少年深入
打渔山， 用孩子的镜头， 记录下打渔

山生态保护地的点点滴滴， 并通过竞
赛、 展览、 论坛将青少年的研学成果
进行广泛传播， 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
环保工作中来。 今年夏天， 第二届打
渔山研学活动也即将启动。

今年端午节期间， 刘安负责牵线
搭桥， 并参与到大连野保青少年分会
在打渔山组织的活动， 为孩子们讲解
自己拍摄的鸟类， 以及照片背后的故
事。 此外， 在他的号召下， 首开集团
还参与了多项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项目。

随着首开集团在人力物力等方面
的支持， 打渔山的生态环境近两年越
来越好， 候鸟迁徙的数量、 夏留鸟的
数量显著增多。

“珍惜每一平方公里湿地” 是刘
安提出的口号。 在他看来， 生态环境
保护不是仅仅看起来要美， 更重要的
是要尊重生态规律。 “在很多人眼中，
开发与保护是一对难以处理的矛盾 。
但保护环境， 守护绿水青山， 同样是
项目开发的生命线。”

最初， 因个人爱好喜欢上了拍鸟，
通过对鸟的了解，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刘安把 环 境 保 护 摆 在 了 首 要 的 位
置 。 最终， 也因为这里美好的自然环
境， 吸引了客户前来购房， 尤其是众
多北京客户， 选择了打渔山旁首开建
设的房子。

“整个过程也充分验证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 ” 刘安说， 正是葫芦岛市自
然环境的持续改善， 才有了首开项目
的生态宜居品质日益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