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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您的自然保护协会 South 
Cape May 草地保护区之行让您倍感
愉悦。保护区 200 英亩的栖息地是许
多鸟类和动物的人间天堂。它独特的
历史和恢复工作展示了人与自然如何
相互促进。请欣赏我们的步道、观鸟
台、雨之花园和其他特色，并牢记以
下几点。 

每天从黎明到黄昏开放。

请使用有标记的步道。

禁止宠物、自行车和机动车入内。

3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为了筑巢海鸟的安
全，海滩使用受到限制。

任何时间均严禁游泳。

自然保护协会是一个世界领先的保护组织，
致力于为自然和人类保护具有重要生态意义
的土地和水域。TNC 及其 160 多万支持者保
护了全世界近 1.2 亿英亩的土地。登录 
www.nature.org 了解自然保护协会的信息。 

对大自然的了解还不够吗？访问自然保护协会的其他当地保护区：
Cape Island Creek 的 Garrett 家族保护区（开车 5 分钟/1.7 英里） 
沿着 Sunset Boulevard 向东驶向 Columbia Ave（0.6 英里）。左转至 Cape May 626/Broadway（1.0 英
里）。右转上 Wilson Street 前往保护区入口。

蜥蜴尾沼泽保护区（开车 25 分钟/16.8 英里） 
走 Seashore Road 到 NJ 444/Garden State Parkway（4.1 英里）。沿 Garden State Parkway 向北（10 英
里）。在 Stone Harbor 大道左转，继续沿 Court House South Dennis Road 前行（2.6 英里）。保护区入口
在右侧。



有效果吗？ 
South Cape May 恢复后的景观为周围社区提供了相当程度的风暴
和洪水防范能力。自然保护协会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超级风暴
桑迪属于风暴潮等级，它的降雨量是 2007 年恢复前风暴降雨量的 
15 倍，但造成的房屋和财产损失仅为之前的 1%。Lower Cape May 
草地区域全年都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世界级的观鸟胜地，每
年会带来 3.13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这充分证明恢复工作对于自然
和人类而言都是成功的。 

Photo credits: Upper left~Miriam Pedrick; Middle left~J. Burcher; 
Lower left~USACE; “Restoring the Meadows” photos~USACE; 
Plover Chicks~Dottie Dowling; Healthy Wetlands~TNC

South Cape 
May 发生了
什么情况？ 
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South Cape 
May 一直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度假小镇，有酒店、
澡堂、铁路和倍受人们欢迎的海滩。 

大西洋漫过了沙丘和淡水湿地 

保护区内的健康湿地 

修复之前和之后的沙丘和海滩 

恢复草地 

之前 

之后 

South Cape May

草地恢复
陆军工程兵团的解决方案是重建沙丘，并安装一
个系统来收集和移动水。自然保护协会与他们合
作实施这项计划，帮助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设计为
自然、野生动物和人类带来的效益。 

恢复工作于 2007 年完成，改善了野生动物栖息
地和游客设施，提高了社区防范风暴潮的能力 

[ 将近两英里长的海滩和沙丘被重填到一定高
度，保护周围的社区，以及像笛鸻这样的海滩筑
巢鸟类免受洪水的影响  

[ 一条历史悠久的河床重建一条连接淡水湿地的
渠道 

[ 安装了水流控制结构，以帮助抵御洪水和
管理鸟类栖息地  

[ 建造了湿地岛和水塘，鸟类可以在这里
休息和觅食 

正在安装的一个 South Cape May 或堰 

1895 年 South Cape May 的住宅 

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暴给该镇带来了重大的损
失，大西洋也向内陆推进。企业和房屋要么被
毁，要么重新安置在更干燥的土地。这座城镇完
全被遗弃了，完全沉入了大海。 

风暴继续对房屋和企业造成破坏 

在接下来的 50 年中，South Cape May 和它的自
然系统状况进一步的恶化。二战期间，该地区结
构的人为更改使得海滩侵蚀和海岸洪水更加肆
虐。盐水淹没了沙丘和湿地，使芦苇等入侵植物
取代了原生植被。迁徙的鸣禽和水禽不再能喝到
当地的淡水，即使在平均风暴期间，周边社区也
要经历严重的洪水灾害。居民向联邦政府请求援
助。 



林中 
猛禽和鸣禽栖息在树上捕猎，并向
情敌和潜在配偶发出鸣叫。 

鱼鹰是一种每年往返于南美洲的食鱼猛
禽，在经历 20 世纪中后期因施用杀虫剂
导致的数量下降后，在这里强势卷土重
来。从我们东部的步道可以看到鱼鹰筑
巢平台。 

巴尔的摩金莺不仅仅是
一支棒球队的名称，

它们还是鲜橙色和黑色鸟类， 

以昆虫、花朵和
水果为食。 

优雅的大白鹭是耐心的猎
手，它们沿着水边潜行，
追踪鱼类、 
青蛙和无脊椎动物。

像野鸭和北方琵嘴鸭
这样的“涉水鸭”在水
中俯身前行，到达浅
滩上的植被，您会看
到它们的尾巴和腿在
觅食时伸出水面。 

带有粉状蓝灰色条纹的翠鸟头顶冠
冕，会发出响亮的卡嗒卡嗒的叫
声。它们跳入水中，
用又厚又尖的喙捕捉食物。 

燕鸥在湿地上空盘旋，用锐利的目光
寻找小鱼，发现目标后迅速将喙伸入
水中捕食。 

草地上 
燕子、麻雀、莺、鹪鹩等鸣禽和其他许
多动物都在草地上觅食。  

卡罗莱纳鹪鹩经常在觅食时将尾巴向上
翘起，在唱歌时将其放下。它们的一个
招牌式的叫声听起来像“teakettle- 
teakettle”！ 

美国红隼是北美最小的
猎鹰，这种猛禽的大小
和斑鸠差不多。雄性有
石板蓝色的翅膀；雌性
的翅膀是红棕色的。 

空中 
秃鹫和鹰、雕、隼和鱼鹰等猛禽
不时在头顶上翱翔。  

虽然猛禽和秃鹫不会
成群结队地迁徙，但
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地
在头顶盘旋，有时里
面混有有多个物种。 

South Cape May 草地的鸟类
新泽西州的 Cape May 是举世闻名的观鸟胜地，但是什么让这个地方对我们有羽毛的朋友如此有吸引力呢？这个
地方位于大西洋航道沿线，栖息地多样，为本地和迁徙鸟类及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资源。巡游我们的步道、海滩
和鸟类观察台，亲身观赏体验。 

海滩上 
整个海滩都是鸟类的乐园——海洋、海
洋边缘、开阔的沙滩、海滩上的草地
和灌木。  

喧鸻名字来源于它高亢哀怨的叫
声。筑巢的喧鸻会假装翅膀折
断，吸引捕食者离开它们的蛋，
这是它们的拿手好戏。 

美洲蛎鹬将橙色长喙伸
进水边的沙子深处，捕
捉鼹鼠蟹和小蛤蜊。 

水边 
福斯特燕鸥等滨鸟和白鹭等涉水鸟经常在
保护区周围的泥泞浅滩觅食。

红鸭和斑嘴灰鸭这样的“潜水鸭”则完
全消失在水下，在更深的水下寻找
自己的食物。  

Photo credits: Osprey~MrTinDC; Baltimore Oriole~Kelly Colgan Azar; 
Belted Kingfisher~Rick Leche; Carolina Wren~Eric Isley; 
American Kestrel~Florida Fish and Wildlife; Great Egret~ Mike Baird; 
Tern~Chuq Von Rospach; Mallards Diving~Thomas Quine; 
Ruddy Duck~Don DeBold; Killdeer~Chuq Von Rospach; 
Oystercatcher~Kelly Colgan Azar

在水中 
鸭子和其他水禽，如鹅和天鹅，经常
成群结队地漂浮在淡水池塘中觅食。



宜居屋顶有哪些优点？

延长屋顶寿命。由于绿色屋顶的基座有保护，不会受到紫外
线辐射和极端温度波动的损害，所以其寿命比普通屋顶要长
得多（甚至可以是两三倍！）。 

降低冷却和供热成本。绿色屋顶上的植被具备隔热功
效，在夏季为建筑降温，在冬季将热量损失降至最低。

外部遮阳已被证明比内部隔热更有效，节能也意味着温
室气体排放更少。 

提高空气质量，减少噪音污染。 绿色屋顶上的植物、土壤和滞
留的空气可以将室内声音降低 40 分贝！它们还可以过滤空气
中的灰尘、颗粒物和污染，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使其成为
城市环境的重要补充。

创建栖息地。鸟类、蝴蝶和有益昆虫可以利用建筑物顶部的
绿地休息和觅食。在一个社区中，几个宜居屋顶彼此相邻，
其中的植被宛如阶梯状的走廊，与其他的绿色空间相连。

雨水管理。绿色屋顶能在更长时间内缓慢吸收和释放水分，消除污
染，帮助缓解洪水和侵蚀。事实上，在下暴雨时，绿色屋顶可以吸收多
达 80% 的降雨量，而标准屋顶通常只能吸收 24%！

提升房产价值和幸福指数。降低能源成本、延长屋顶使用寿命、
天然耐火性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可靠减压效果……这些都会让个人
和家庭从中受益。 

赏心悦目。精心打造的宜居屋顶会成为建筑物上一道靓
丽的风景。 

我们如何建造宜居屋顶？
完全饱和时，一个宜居屋顶会给每平方英尺增加 30 磅的
重量！所以，首先就要用更多的内部结构支撑来加固现有
屋顶。然后加上防水池塘内衬、根系屏障膜和铝饰边。  

宜居屋顶 抬头看！那不是一只鸟，也不是一架飞机，但说到自然效益，这座建筑的宜居屋顶就是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我们欢迎中心的顶部
最初是用固体材料建造的，这种材料冬冷夏热，还会让雨水不受限制地流入周围的地面。我们将屋顶表面改造成了一个种满本土植

物的隔热绿地，现在它成为展示了宜居屋顶美学、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典范。 

绿色屋顶或宜居屋顶是对建筑物原来不透水、不透气的屋顶进行改造。屋顶部分或全部覆盖着一层

轻质防水膜、营养土、根系屏障、排水系统，最后种上低维护或无需维护的植物。 

什么是宜居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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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屬於自己的生活屋頂！
高速互聯網搜尋讓您能夠存取搭建屬於
自己的綠色屋頂所需的全部資訊，開始

享受所有好處！

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块化的系统，由预先种植植被
的可回收塑料瓦组成，带有内置的气流和灌溉通道，以及
雨水蓄水池。我们沿着屋顶的周边水平堆砌塑料瓦，直到

填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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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加入有机和非有机材料的种植土，然后种上耐
旱、低维护的多肉植物。这些郁郁葱葱的景天植物四季

不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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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绿色屋顶基本可以自我养护。植物生
长期间，唯一需要的维护就是定期除草，并在非常
干燥的时期浇水。在屋顶完全成型后，即使是这类
小维护，需要的频率也是极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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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海岸林中的树木和灌木，包括刚松、灌木
丛橡树和东部红雪松，为在保护区内安家
或迁徙路过的大型动物提供了保护。 

淡水湿地 
海岸附近的大部分水域都是咸的。但
是，动植物要依靠饮用淡水生存。恢复
后的 South Cape May 草地保护区重新建
立了健康的淡水湿地，让多种野生动物
受益。 

草地 
草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灯心草、莎草和青
草，它们长得很高，为许多动物和鸟类
提供了庇护所。蓝雾花和沼泽马利筋这
样的野花也为蛾子、蝴蝶和蜜蜂提供了
花蜜。 

是狐狸还是丛林狼？虽然它们的外貌可
能相似，但土狼体型比它们的狐狸表亲
更大，耳朵也更大。它们都会吃小动
物、鸟蛋，甚至是海滩上的李子、柿子
和浆果等天然水果。 

丛林狼 狐狸 浣熊依靠它们非常敏感的前爪来
探测、识别和捕捉它们的食物。
它们的饮食多种多样，包括蠕
虫、昆虫、鱼类、水果、坚果、

鸟类或两栖动物的蛋。 

浣熊

水獭 麝鼠 

谁在水里游泳？可以通过游泳的姿势分辨出水獭和麝鼠。麝
鼠在水面上划行，有时会叼满一口植物，当作食物或用来建
造巢穴。水獭像海豚一样在深水区上下游动，寻找它们最喜
欢的食物：鱼。 

鳄龟

鳄龟身长可达 20 英
寸，寿命可达 30 年，
经常在壳上披上植物作

为伪装。 

田鼠 

兔子 

兔子和田鼠是保护区的重要成员。它
们松土挖洞，改善排水，培育健康的
草地植物，也是鹰、雕和其他猛禽的
食物来源 

黑鼠蛇 

您知道黑鼠蛇会攀爬和游泳吗？这些土
生土长的爬行动物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它们有助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
数量，甚至可以作为猛禽和白鹭偶尔的

食物。  

Photo credits: Fox~E. Monk; Coyote~Shawn McCready; Raccoon~Paul Gorbould; River Otter~Jeff Garew; Snapping Turtle~Mark Bingham; 
Muskrat~Clare Kines; Rabbit~Jen Goellnitz; Vole~Ben Sutherland; Black Rat Snake~George Gress 

South Cape May 草地上的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协会的 South Cape May 草地保护
区全年都有大量的野生动物。以下是几个

您在游览期间可能看到的生物： 



Photo: ????

美洲蛎鹬是 Cape May 最大的海滩筑巢鸟类，您会经常看到
它们伸出亮橙色的喙，从沙子和海浪深处啄食无脊椎动物。
在筑巢季节，蛎鹬会大声嘶叫，并迅猛地飞行，赶走侵犯其
领地的鸟类。美洲蛎鹬是该地区受到特别关注的物种，因此
专业人员密切监控它们的种群数量、筑巢行为和繁殖成功率

都受到。 

美洲蛎鹬

白额燕鸥是燕鸥家族中最小的成员。它们群居筑巢，以便更好地保
护蛋和雏鸟，如果遇到入侵者，就群起而攻之，甚至向入侵者大

便。燕鸥是捕猎高手，它们眼睛中的偏光晶状体可以消除水面的眩

光（就像我们的太阳镜一样！），还能在空中盘旋并直接冲入水中
精准捕鱼。它们常常以鱼为食物，在交配季节，

雄性燕鸥还会用鱼来吸引雌性

白额燕鸥

看几种在新泽西海滩筑巢的鸟： 

笛鸻也是新泽西的濒危物种，由于它们数量稀少并且擅长伪
装，所以十分罕见。识别这种沙色的小滨鸟的一种方法是听它
们发出 “hi-lo, hi-lo” 洪亮的叫声，它们的名字也是因这种叫声而
来。像它们更常见的表亲喧鸻一样，成年的笛鸻也会假装翅膀
折断来保护它们的巢穴。它们会假装受伤，将捕猎者从其禽蛋
或雏鸟旁边引开，等危险过去后再飞回。 

笛鸻

黑剪嘴鸥
猜猜黑剪嘴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种鸟贴着水面飞行，长喙的下半
部分穿过水面。如果接触到鱼，它那红白相间的嘴迅速“啪”地合上，
享受一顿美味的小吃。这些优雅的鸟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会在沙地上
筑巢，因为它们靠感觉而不是视觉捕鱼，所以通常在日落时会在沿海
湿地和海滩上成群结队地觅食。

海滩筑巢鸟 新泽西州的自然沙丘对许多本地鸟类和候鸟的繁殖和生存至关重要。这些鸟不
采用传统形式筑巢，而是在沙丘底部和高潮线之间开阔沙地上形成的称为“刮
痕”的浅洼地中产蛋。

Photo credits: American Oystercatcher~Jessica Kirste; Piping Glover ~ Liz Noffsinger; Black Skimmer ~ Shutterstock; 
Least Terns ~ Shutterstock; Footprints ~ Shutterstock; Lighthouse ~ Jennifer Bulava 

South Cape May 草地和海滩筑巢的鸟类
自然保护区的 South Cape May 草地保护区是滨鸟的天堂。2006 年进行现场恢复时，我们仔细
规划并创造了适合滨鸟生存的特色，这些特色至今仍对鸟类有益

[  沙丘的改造和海滩的拓宽

[  多种觅食区——内陆湿地、后沙丘和海滨

[  湿地控制系统，可在迁移期暴露出泥滩栖息地

为了在筑巢季节保护海滩筑巢鸟类及它们的蛋， 
我们在沙丘和高潮线之间的海滩区域用绳子隔开
并从 3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限制对海滩的使用。
我们的季节性工作人员帮助游客了解滨鸟，
讲解保护和不干扰优质筑巢区的重要性。

i该地区正在进行的分级研究为滨鸟迁徙、

筑巢和种群提供了重要佐证，有证据表明，
鸟类像许多来到泽西海岸其他游客一样，夏季在新泽西

州，冬季在美国东南部和巴哈马群岛。我们努力提供它们生存
所需的所有自然资源，让它们每年都能重返这片家园！

威胁和挑战
除了狐狸、浣熊和乌鸦等天敌，在海滩筑巢的滨鸟还面临许多生存挑战：

[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
•  沿海开发和建造码头及海堤
•海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

[   人类休闲活动对巢穴的干扰

[ 海岸线硬化或开发



h2o
对于人类 
我们可以根据风暴或干旱等天气事件改变湿地的水位。例如，在超级风暴
桑迪期间，我们在风暴前降低了水库中的水量，为暴雨腾出空间。保护区
能够吸收 10 英寸的雨水，否则这些雨水可能会导致城镇洪水。

我们使用两个特
殊的挂钩来增减
木板。 

增加木板会容留上
游来水，提高一侧
的水位。 

取下木板会让水
从一个水池流入
另一个水池。 

设施外观 
这种奇异的装置包含可调节的木板，并排堆
放，可以阻止或允许水通过。通过伸出木板
外的楔子根据需要手动移动木板。  

实际上它是非常简单的概念。桥下的特殊木板就像一个锁止系统。 

工作原理

Photo: ????

健康的湿地可以保护周边
的村镇免受洪水的侵害。 

通过控制水位，我们可以在迁徙和筑巢等关键时期控制栖息地，
以满足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需求。 

大黄腿鹬和半蹼滨鹬的喙更
长，可以在泥土表面下觅
食。 

北美黑鸭

半蹼鸻的喙短，只
能在泥土表面觅
食。 

在秋季和冬季，我们可能会提
高水位，为水禽提供觅食区，
为哺乳动物提供饮用水。 

到了春天，我们会为吃泥滩无脊椎动物的滨
鸟气息区域排水。您可以根据鸟喙的长度来
判断鸟是在泥中觅食还是在表面觅食。

我们可以通过增减木板来改
变水位。 

T正在安装称为堰
的水利设施。  

您将要跨越的不仅仅是一座桥！ 
在这座人行天桥的下面是 2007 年恢复期间安装的重要水
利设施。它们隶属一个更大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从 Cape 
May Point 州立公园延伸到 Cape Island Creek，造福于人
类和野生动物。

 水流:让大自然为我们服务

Photo credits: Weir being installed~USACE, Philadelphia District; 
“For People”~TNC Damon Noe; “How it Works”~TNC

对于野生动物 

您将要跨越的不仅仅是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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