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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济南市区最常见的鸟类，不
得不提的就是济南的市鸟白鹭，“济南
因泉水著名，市鸟就应该是一种水鸟，
而在水鸟当中常见而又最美丽的，便
是白鹭了。”马金生说。“青龙山的柏树
林是白鹭在济南最大的聚集地，数量
少说能有上万只。”侯站长说，除了青
龙山外，珍珠泉、美里湖、大明湖、小清
河、黄河两岸、遥墙等地都能见到白鹭
的身影。

但是这两年，市民却发现白鹭减
少了。“白鹭生存环境周边被大量开
发，再加上个别人电鱼、池塘缩小以及
农业稻田施药等影响，白鹭减少了一
大片。”山东省鸟类生态摄影艺术协会
秘书长吴文华说，之前五六月份白鹭
做窝的时候，能看到成群上片的白鹭
飞过，但现在却不常见了。

吴文华呼吁，白鹭毕竟是济南市
“市鸟”，市民应该多保护爱护它们。
“鸟类就是城市的镜子，鸟类多了说明
城市森林绿化搞得好，人们爱鸟意识
和素质高了。”

鸟类可以分为冬候鸟、夏候鸟、留
鸟、旅鸟、迷鸟。留鸟就是长年生活在
济南的鸟类，比如麻雀、喜鹊等；候鸟
和旅鸟只在特定的季节才会在济南看
到。比如，每年12月份到1月份，趵突泉公
园都会有大量的燕雀迁徙而来，有时候
成千上万，形成黑压压的一片；再例如
布谷鸟，一般在芒种后才能频繁地听到
其叫声，声音还不小。因此，春秋两季
市民有可能看到更多种类的鸟，因为
除了留鸟和候鸟外，还有旅鸟。

另外，在选择观鸟地点时，也十分
有讲究，因为不同的鸟类适合不同的
栖息环境。比如，观察山雀、黄鹂，要选
择村庄附近有乔木、农田、果园的地
方，观察鹭类和野鸭等涉禽、游禽，就
要到湖泊、河流等湿地去。

除了环境选择，观鸟的时间也很重
要。一般来说，鸟的活动是很有规律的，
一天中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
鸟类比较活跃，是理想的观鸟时段。

济南市区常见的鸟类有十几种，
有喜鹊、灰喜鹊、树麻雀、白头翁、乌
鸫、戴胜、金翅、翠鸟、燕鹭、池鹭、八
哥、小鷿鷈、斑嘴鸭、绿头鸭等。它们有
的喜树林，有的喜水生环境。“现在济
南晚上过了11点以后，还能经常听见
小猫头鹰，也就是纵纹腹小鸮的叫
声。”马金生说。

“各种鸟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没
有这个条件是不会来的。”马金生说。
因此市区内环境较好的公园景区必然
也是鸟类聚集的地方。比如泉城公园、
南郊宾馆、千佛山、大佛头、趵突泉、大
明湖等地都是鸟儿钟爱的地方。另外，

“南山北水”等城市周边也是鸟类的聚
集地。

随着环境改善，一些之前在济南
不太常见的鸟类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
野中。侯站长介绍，比如尾巴很长的绶
带鸟之前在济南就见不到，现在却能
看到。吴文华说：“尤其对环境要求特
别高的黑翅鸢，这种鹰类之前不常见，
现在也出现在龙湖、黄河一片。”

虽然不少种类和数量都有可喜的
变化，不过还是有一些鸟类在市民的
生活中越来越远。最典型的就要数燕
子了，现在不少市民对燕子的印象恐
怕都停留在小时候了。“现在要是在城
市里见到燕子，算是很稀罕了，燕子喜
欢在平房檐下搭窝，但城市高楼起来
了，就没有地方让它们建窝。就是在盖
楼的农村，也不太常见了。”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市民每天早晨
被麻雀叫起床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每
天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石先
生就被窗外的一群麻雀叫声吵
醒，麻雀在楼外的树上蹦蹦跳
跳，飞来飞去，你一声，我一声，
像是在议论，又像是在吵架。

“就这样能叫一个多小时，每天
早晨都不用定闹钟，肯定能把
我叫起来。”石先生说，早晨八
点，楼下买菜归来的老邻居凑
在一起聊天，麻雀叽叽喳喳伴
着，谁也不打扰谁。有时候邻居
撒点面包屑，麻雀一呼而来，吃
完又一飞而散。

石先生说，以前在农村老家
见到麻雀并不稀奇，小时候顽劣
还时不时地会捕个麻雀玩玩，那
时村里的树大，经常在树上见到
鸟窝。“现在住在城市，见到个鸟
儿人们也都挺爱惜的。”

同石先生的感受一样，现
在在济南许多地方见鸟儿似乎
比前几年容易了不少。近日，齐
鲁晚报记者在泉城路某商业街
看到，五六只麻雀在仿古的建
筑上怡然自得，两只麻雀打闹
嬉戏，一会儿躺在地上相互亲

啄，一会儿飞上窗台你追我赶。
旁边的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它们的欢愉。

不光是麻雀，在一些小区
里市民也处处能发现自然的趣
味。“这些天开始听到有布谷鸟
的叫声，一下子不觉得自己生
活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了。”
济南市民李女士说。

树木没20米高
引不来布谷鸟

“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济南
的鸟类数量确实增多了。”记者
从济南市林业局森保站获悉，
随着近几年济南市生态环境的
改善，尤其是绿地面积、森林覆
盖率的增加，以及湿地恢复面
积和数量的提高，鸟类栖息环
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留住鸟的
地方更多了”。

据济南市林业局的公开数
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的五
年时间，济南新增城市绿地
2226万平方米，建设绿色通道
2855公里，建设河道景观带328
公里，全市道路林木绿化率达
到86 . 1%，新建和晋升市级以
上森林公园23处，湿地公园17
处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5 . 2%，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 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1 . 3平方米，各项指标均达
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鸟类生物学专家、齐鲁师
范学院教授马金生说，市民感
受到的鸟类增多与其所在小区
的绿化有着密切关系。“某个小
区周围的植被好一些，有鸟类
的生存环境，自然鸟类就多。但
是市区中不少高楼林立的地
方，还是不太适合鸟类生存。”

马金生说，比如布谷鸟选
择栖息的环境必须有高树存
在，“树高不够20米，它们根本
不来。”济南市林业局森保站侯
站长说，树木的高大对于鸟类
生存有很大关系。“树高大了，
鸟类才有藏匿和觅食的地方。”

白天鹅从十几只
增加到百余只

“济南的环境比较复杂，有
山林、湖泊、湿地，所以济南虽然
是内陆城市，但是适合许多不同
鸟类生存。”马金生说。

人们直观感受是济南的鸟
类多了，事实上究竟是不是这样
呢？侯站长说，在十几年前，济南
有过一次野生鸟类数量的统计，
当时的数据显示济南有野生鸟
类164种。2010年，山东省林业厅
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委托科研机
构调研，统计山东省野生动物的

情况。近日，记者了解到该统计
仍在进行中，尚未完成。

“目前，从掌握的数据资料
来看，济南野生鸟类的数量确
实多了，能有近180种，比上一
次普查多了十余种。”侯站长
说，由于此次普查尚未结束，最
终的数据结果和详情尚不能透
露，但是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从数量上来看，许多鸟类
的数量也有增长。“原来济南白
天鹅的栖息地只有一处，数量
也就十几只。现在掌握的情况
来看，济南白天鹅的栖息地能

有三四处，数量也增加到百余
只。”侯站长说，出于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一般不向外公布野
生动物栖息地的具体位置。

除了官方的数字，一些专业
摄影鸟类的“打鸟人”对此深有
体会，山东省鸟类生态摄影艺术
协会秘书长吴文华介绍，过去济
南都见不到迁徙鸟太平鸟，而现
在到秋天可以经常见到在泉城
公园成百上千只的太平鸟。“原
先喜鹊麻雀是济南常见的鸟类，
现在白头翁也成群成片，成为济
南的主要鸟类了。”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准点的遛鸟人

5月29日早晨7点多，市民老张像
往常一样，骑着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车把左右各挂一只画眉鸟，后座边用
钩子还挂着一只，穿过熙熙攘攘的闹
市街道，慢慢悠悠地在英雄山一处静
谧小广场停下。

自行车上每天带着的还有三样东
西：保温壶和茶杯，后座绑着马扎。

“嗨，来了。”见面寒暄，桌子一支，茶杯
一摆，和老张一样带着“宝贝儿”来的
遛鸟人就坐了下来。

在英雄山上一打听，常来玩的市民
都知道遛鸟人聚一起的小广场在哪儿。
齐鲁晚报记者寻去，身尚未至，那一声声
清脆悦耳的鸟叫早已传来，似乎在说“就
是这儿了”。树枝上的，挂绳上的，地面上
摆的，大大小小的鸟笼能有三十来个。

遛鸟人坐在树荫下，几乎都是老
年人，“年轻人也有玩的，但是少。我们
退休了才有这闲工夫。”遛鸟人老张
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来，11点走，天天
如此。

遛鸟人老田说，自己之前就特别
喜欢养鸟，退休后因为没事儿干，才正
经地养起来。“因为喜欢，所以养起来
就心情愉悦。人就要有个爱好，专一钻
下去就有意思。”

遛鸟人的乐趣

遛鸟能有啥乐趣？对于门外汉来
讲，似乎遛鸟人的生活有些难以理解：
将鸟笼挂在枝头，喝着茶水聊着天，就
这样能坚持十几年，并且天天如此？

“这你就不懂了，对你来说这些鸟儿
是在叽叽喳喳乱叫，但我们就能听出来
道道。”老田指着自己养的百灵鸟说，“它
这正在学家雀叫，待会它就能学喜鹊
叫。”老田养的这两只百灵鸟，一只已经
有十二岁，另一只也养了九年。

老田说，养百灵鸟的乐趣之一就
是它们能模仿各种声音，原先有个说
法是百灵鸟有“十三套口”，就是它们
能模仿13种鸟、兽、虫、鸡叫的声音，比
如模仿麻雀叫、鹰叫、猫叫、狗叫、喜鹊
叫、母鸡叫等等。

“现在有些叫声都听不到了，比如
旧时候有那种木制的小推车，百灵鸟
就能模仿那个声音，小推车轮子一滚，

‘吱悠悠’‘吱悠悠’，它们就能学得
上。”老田说，还有那种扁担跳水，水桶
一晃的“吱悠”声，百灵都能学得来。

“我那只百灵鸟就能学电话铃声叫，电
话一来，它能重复再叫一遍。”为了让
百灵鸟“学口”，老田家里养了二十多
只“声鸟”。对老田来说，各种鸟的叫声
就是天籁之音。“人有人言，鸟有鸟语。
听懂它们说什么，很有意思。”

遛鸟人的精致

养鸟的老爷子们各个穿着打扮都
不讲究，但对于鸟、鸟笼却一点不含
糊。老爷子们生活的精致全用在了这
里。“这个养百灵的大鸟笼得一千元一
个。”遛鸟人说。

仔细观察这些鸟笼，设计制作都十
分讲究。“我们只用历城区唐王镇王坡村
的王家笼子。”老田说，王家笼子都是纯
手工制作和雕刻，正宗的笼子不仅要有
抓手、顶圈、腰圈，上面的雕刻图案也很
有讲究，有的刻有蝙蝠、有的刻有葫芦寿
桃、还有梅兰竹菊和莲花。

不光笼子有讲究，就连喂鸟的食
盆和水盆都有讲究。“这个水盆叫做

‘金包银’，银色的水盆外有一对金色
的图案，光这个水盆就得两百块。”老
田说，喂鸟的食盆上的图案有的是手
工绘制，有的是现代的，还有的是清代
明代的，价格也各异。

“遛鸟就不能谈钱了。”遛鸟人说，
这就是个爱好，买鸟、喂鸟、养鸟的钱
那都没法算。

在济南，除了英雄山，在泉城公
园、济南动物园、百花公园等地，都能
看到遛鸟人的身影。他们因为遛鸟，有
了多年的老朋友，有了生活情趣和爱
好；因为遛鸟，生活变得有规律；因为
遛鸟，他们能够经常回归自然，享受野
趣。这样看来，遛鸟的乐趣也就不难理
解啦。

葛不和谐音符

环境破坏，市鸟白鹭减少

高楼林立，市区难见燕子

葛多知道点儿

看鸟春秋两季最好

““鸟鸟儿儿的的叫叫声声就就是是天天籁籁之之音音””
遛鸟人说他们能听懂鸟在说什么

北京话把整天提笼遛鸟、无所事事的人叫做老炮儿。济南没有老炮儿，济南有这样一群遛鸟人，他们每
天准时准点遛鸟。因为遛鸟，他们的生活多了一些快乐、精致、情趣和健康。

清晨窗外麻雀叽叽喳喳，小区大树上传来布谷鸟叫

咱咱身身边边的的鸟鸟儿儿多多起起来来，，燕燕子子却却成成了了 儿儿时时记记忆忆
清晨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小区高树传来“布谷、布谷”……近来，济南市民发现鸟儿离我们的生

活其实很近。据林业部门的最新调查显示，近年来济南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一个城市的鸟
类如同一面镜子，鸟多了，照出来森林多了，环境好了；鸟多了，映出来人们的保护意识提高了。

英雄山小广场上是遛鸟人聚集的地方。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大明湖里的夜鹭。鸟儿在自由飞翔。

泉城公园的斑鸠。 大明湖边的戴胜在饲养幼鸟。

▲“打鸟人”在泉边

守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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