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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三江源，时间好像在这里放慢、定
格。云山雾绕间，是数不尽的野生动物与看不
尽的绿色原野。

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这里设立。
在这片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代逐
水草而居的牧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同时，积
极探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点。

牧民旦增才仁的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曲麻莱县的叶格乡红旗村，位于三江源
国家公园园区内。谈起眼前这片世居的草场，
他眯着眼睛笑了起来。

“草场绿了，收入多了，把人从草山上也
解放出来了，我们合作社搞得特别好。”走进
红旗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加工车间，作为
合作社的理事长，旦增才仁一边介绍一边讲
述起经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以来村子里的变
化。

按照“草畜平衡，划区轮牧”的思路，红旗
村是长江源头较早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
村落之一，合作社主要以生产和加工肉制品、
奶制品为主。旦增才仁说：“合作社的产品特
别受欢迎，目前已经跨省销往西藏，2018年
总利润达到101.9万余元。”

说到加入合作社之后的生活，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旦增达杰竖起了大拇指：“我们
夫妻俩都是残疾人，以前一年到头帮别人放
牧挣不了多少钱，连肉都吃不上，现在草山入
股合作社，一年分红就能拿到一万多元。”

牧民闹布才仁说：“草山是我们的根，这
几年政府提倡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畜牧业，草
山最大的变化就是野生动物变多了，乱丢垃
圾的人少了，环境变好了。”

2005年至今，国家在三江源地区累计投
入180多亿元进行生态修复，不仅改善了当
地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唤醒了牧民的环保意
识。为守好中华水塔，近年来三江源地区近
10万牧民陆续放下牧鞭、离开草原。

藏族妇女麦措每天早晨九点都会来到玉
树州治多县县城的糌粑（青稞制品）加工车间
上班。“我一天可以磨20多斤糌粑粉，一年磨
3个月的糌粑粉就能挣4000多元钱。”她说。

麦措的家原本在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
该村扶贫第一书记玉成说，由于退牧还草，村
里298户村民陆续搬迁到县城居住。为了让
贫困牧民能有一技之长，2017年以来，当地
政府累计投入70多万元对搬迁到县城的牧
民进行汽车驾驶、汽车维修、民族特色手工艺
品制作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除了磨糌粑外，麦措还是当地的生态管
护员，她说：“一个月管护员还有1800元的工
资，虽然丈夫卧病在家，但目前靠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记者在三江源地区走访发现，像麦措一
样，一边从事第三产业、一边承担生态管护员
工作的牧民不在少数。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统计，截至目前国家公园范围内已有1.7
万牧民担任当地生态管护员，园区内基本实
现了“一户一岗”，较大程度缓解了当地牧民
的贫困状况。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
祁连山国家公园将正式设立，到2035年青海
将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自然保护地典
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伴随日益改善
的生态环境，三江源头牧民对于绿色发展的
探索仍在继续。

碧水清波中
探索三江源的生态脱贫

昔日乱河滩 今日打卡地
◎徐登林

湛蓝色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花海，红的、白的、紫的，顺着力曲河两岸延伸，消失在遥远天边。无数自驾游

客被康定市新都桥镇的美景深深吸引，但他们不知道，力曲河两岸曾经是淘金采砂后残留的乱河滩，仅仅经过三

年时间治理，这里变成进藏游客必去打卡的万亩花海。

力曲河是 S215 线上康定市到道孚县
城的一段，上世纪90年代，这里兴起淘金
热，沿河两岸的村民几乎家家参与其中。
2010 年后，这里又兴起采砂热，每一段河
都拥挤着采砂的私人老板和企业。“河两
岸到处都是乱石堆和隐藏在河水中的巨
大深坑，每年都会有牦牛、马甚至是小孩
被深坑吞没。”新都桥镇上柏桑一村村民
汪青说。

2016年开始，州委州政府在全州实施
“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工程。力曲河乱
河滩纳入康定市2017 年折西万亩花海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2300 万元，项目区沿
S215线绵延30公里，总面积10030亩。

“2017 年乱河滩整治，最花功夫的是
填坑和移土两项工程。”承揽折西万亩花海
项目的四川顶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副
经理许敏锐介绍，平整河滩必须将暗坑填
平，而且要覆盖上粘土才能种花，高峰时，
项目工地上有30余台各式机车和70多名
工人加班加点干活。

2018年5月，力曲河乱河滩种下了第
一批波斯菊花籽，到目前，该河滩已先后种
下西洋冰菊、白日草、柳叶马鞭等花籽。“所
有花种都是从青海引进的，能适应高原气
候。”康定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降措称，过
去村民都不愿意接近的乱河滩现在成了村
民增收的风景区。

来自成飞公司的员工苏雪松，他与
朋友三家人开了两辆车从成都出发自驾
到西藏游，在力曲河边的观景台上观赏
拍照，不停地问询当地村民：这是不是格
桑花？是野生的不？花期有多长？“康定的
景色太美了。”苏雪松说，成都最近天天
下大雨，人都快起霉了，出来跑一趟收获
不小。

就在花海旁边，汪青与邻居 9 家人出
了9匹马，经营起了骑马拍照生意，引来不
少游客前来寻找骑游的感觉。“7月和8月
生意最好，平均每天有1000多元的收入。”
汪青告诉记者，河滩一天比一天漂亮，村子
里开藏家乐、搞民宿的村民越来越多。

乱河滩上种花的意义不止于经济效
益，还有生态效益。州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洛
桑达瓦说，通过客土、种植花草等措施，有
效增加区域植被覆盖率，促进生态系统的
自然演替，对恢复和改善高原区域生态系
统结构功能具有长远意义。

2016年以来，我州18县市投资10077.8
万元实施人工造林24.32万亩，投资16479万
元实施沙化土地治理 11958 公顷，投资
28027万元实施道路绿化1870公里，投资
6164万元实施庭院节点绿化2万亩，投资
5942万元实施花海花湖建设1.92万亩。

从“每日灵魂拷问”到生活寻
常一景，满月的强制垃圾分类制
度在风生水起地改变着上海市民
的同时，亦在润物无声地改造着
公众对环保生态的认知自觉。误
解、抱怨，适应、实践，磨合、习惯
——越来越整洁的社区、越来越
清爽的街道，胜过是非与价值之
辩的千言万语。

垃圾分类是全民参与的大
事，不仅要求每个环节都不能“掉
链子”、更要求每个群体都能“唱
大戏”。从耄耋老人到垂髫小儿，
从社区大妈到志愿青年、乃至明
星大V，都可以在垃圾分类工作
的推进中找到“最佳人设”的位
置。比如88VIP宠爱无限上海演
唱会之前，艺人吴亦凡就在微博
上提出“零垃圾演唱会”的口号：
门票是干垃圾，看完演唱会请带
走自己的垃圾。这个时髦赶得很
稳妥，这个热度蹭得很美妙，不少
粉丝莞尔一笑之余，纷纷加入了
自觉分类的行列。这倒是个有趣
的范例：提醒在垃圾围城的当下，
强制垃圾分类虽然是个表情严肃
的事情，谁说不能有些轻松娱乐
的“流量思维”呢？

所谓垃圾分类的“流量思

维”，起码包含两个可供借鉴的层
面：一是以“流量人物”带动理念
传达。有号召力的明星大腕也好、
当红爆款的网络主播也罢，哪怕
就像在演唱会门票上印上“这是
干垃圾”的细节创意，在利用粉丝
粘性的同时，更好触达了最广大
的特定群体。从传播规律上说，可
能比板着面孔训话的宣传更入脑
入心。简言之，“吴亦凡+淘宝”的
创意启示我们，垃圾分类既要“会
算账”、还要“会聊天”。

二是以“流量平台”迭代商业
文化。在这个消费时代，最好的生
活理念当无缝渗透在“买买买”的
交易场景里。比如借助阿里等头
部平台，多渠道分发、多场景融
合，无论是“明星+平台”的演绎、
抑或是“购物节+平台”的创新，商
业文化与时代价值接轨的同时，
能在单纯的营收KPI之外承载更
多温暖的社会责任。商业是最好
的公益、买卖是最佳的分享，让垃
圾分类这样的全民公益变得更时
尚、更互动、更快乐，互联网企业
仍有大可作为的空间。

“不分类的垃圾才是垃圾，
分了类的垃圾就成了资源。”上
海老港固废基地负责人介绍说，
实施垃圾分类后，由于水分减
少，每吨垃圾的燃烧热值从1700
大卡提高到2300大卡，发电量从
480度提高到550度。干垃圾可
以用来发电，湿垃圾可以用来填
埋堆肥……事实证明，垃圾分类
在提升文明素养的同时，亦在实
打实改变着城市生态。

道理说起来容易，行为改起
来困难。从一张小小的演唱会门
票开始，从一次购物节的APP推
送开始，点水成海、聚沙成塔
——以“流量思维”推进强制垃
圾分类，以海量内需教化良好习
惯养成，这般增量上的功夫，必
会推动垃圾分类往前一大步。

◎新华社记者 王金金 李亚光

2019 年全国林草种质
资源普查试点技术培训班
近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第一
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
试点工作就此启动。3 个县
级专项调查试点单位是陕
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西安市
鄠邑区和陕西省太白林业
局 ，分 布 在 陕 西 秦 岭 东 南
部、中部和西部。

此次普查分为专项调查
和面上普查两部分，将通过
采集种子、标本、DNA 试材，
完成重要乡土树种、珍稀濒
危树种种质资源收集，预计
收集、保存各类林草种质资
源 400 份 以 上 、DNA 样 本

1500 份以上，并制作完整木
本植物标本2套。

林草种质资源是国家关
键性战略资源，开展林草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可为我
国林草种质资源保存和可持
续利用奠定基础。专项调查
选择在重要林区和草原区的
25 个重点区域，开展林草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土地面
积约占国土面积 30%左右，
基本覆盖了林草野生种质资
源核心分布区，种质资源数
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85%以
上。面上普查由各省（区、市）
分别组织实施。

宋平 林富荣

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
资源普查试点启动

甘孜日报讯 近日，炉霍县对县城餐饮店
油烟排放进行突击检查，对存在问题提出整
改要求。县城98家需要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
饮店已有14家按要求完成安装，且油烟排放
基本达到标准。

色达县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
法局等相关部门，制定并张贴《餐饮油烟污染
专项治理通告》，对200余家餐饮油烟单位行
业规模、环保措施等情况逐一开展调查摸排，
下发专项治理通知200余份，对安装餐饮油
烟净化装置作出部署安排。

甘孜日报讯 近日，乡城对全县 92 个村
（居）委会主任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培训。

培训从农村环境现状、畜禽养殖、生活垃
圾处理、秸秆焚烧、乡镇企业防污治污、改善
农村环境对策、1+6运行体系、网格化环境监
管建立背景和意义、建议9个方面作了宣传
讲解和培训，并以详实的案例就环境问题

“巡查、发现、制止、上报”工作进行指导。
通过培训，提高了村级环保网格员环境

监管意识，夯实了“单打独斗变齐抓共管、被
动应对变主动监管、监管真空变监管下沉、事
后处理变过程监管、粗放管理变精细管理、无
限责任变有限责任”六大转变的工作基础。

本栏由州环境生态局 周宇 供稿

炉霍色达
专项治理餐饮油烟

乡城县
开展村主任环保知识培训

垃圾分类不妨也
来点“流量思维”

◎邓海建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 10 日对外发布
植物新种——巴朗山雪莲。

新物种是分布于海拔
4400-4700 米高山流石滩
的一种雪莲，存在于海拔最
高的生态系统高山冰缘带
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对该物种进行形态学研究
及 DNA 分子分析，证实其
为一新物种，并根据分布区
域的唯一性，确定其为四川
特有种。

巴朗山雪莲，叶子长条
呈锯齿状；苞叶，即雪莲的

“莲花瓣”为少见的黑色，边
缘条状裂开；植株表面被腺
毛和长节毛覆盖；从形态上
与已知的其他种类的雪莲差
异较大，此外这个种还具有
刺鼻性芳香气味。

据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和卧龙保护区的分别调
查，初步发现其分布的区域
非常狭窄，保守估计小于500
株。根据植物所对川西的广
泛调查，确认巴朗山是其目
前 所 知 的 唯 一 产 地 ，参 照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的标准，认定这种雪莲为“极
度濒危”等级。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段兆刚
表示，卧龙保护区已经针对
巴朗山雪莲开展了监测调
查，以期尽快摸清该物种在
区内的分布状况和具体的种
群数量，为下一步制定合理
的保护策略作准备。目前保
护区已采取了相应的管制措
施，减少人为干扰和破坏。

据新华社

是湿垃圾、干垃圾，
还是有害垃圾、可回收
垃圾？上海市强制垃圾
分类一个月以来，不仅
上海市民身体力行地解
答这个问题，全国范围
内都掀起了学习热潮，
各类相关文章、漫画在
网上火热传播。

（8月8日人民日报）

四川卧龙发现
新物种巴朗山雪莲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