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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电(记者王
建军)“青海好，青海好，青海
的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
跑。”站在青海省西宁市北山
山腰上，脚下的这片山地，海
拔 2200 米-2800 米，按照官
方自然地质研究介绍，“山势
高峻起伏、地形破碎、土质贫
瘠，属于半干旱高原大陆性
气候，年降水量仅 368 毫米，
年蒸发量高达 1763 毫米”。

然而，遥望西宁南北两
山，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祁
连圆柏、油松和柽柳，北山山
顶甚至还有大片碗口粗的青
海云杉林，和不少合腰粗、
10 多米高的青海杨……此
时此刻，记者很难把眼前这
一切与上面那句流传甚广的
青海民谣联系在一起。

生态“高地”倒

逼超前实践

青海省西宁市位于青海
东北部，处于黄土高原和青
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汉
文化与多民族文化三大结合
部，是西部大开发核心城市，
聚集着近 240 万人口，占全
省常住人口的 40%。南北山
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好坏，事
关西宁市和湟水流域这个青
海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区、重
心区的全局。

然而，受自然和经济条件制约，加上上世纪 80 年代以
前长期不合理经营和人为破坏，导致南北山生态环境极度
恶化，水土流失严重，一旦刮起风来，荒山上的沙土横扫西
宁。市民阎师傅告诉记者：“那时夏天一下过雨(雷阵雨)，北
山上流下来的泥水一直能冲到西宁大街上，柏油路都变成
了黄泥路。”

1989 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做出决策，“绿化西宁南北
山，改善西宁生态环境”。在全省财政收入仅为 6 . 69 亿元的
情况下，拿出 1350 万元正式启动西宁市南北山绿化工程。

青海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奎告诉记者，
过去 28 年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作
为历任青海省委领导持续接力的“一号工程”，绿化荒山 31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3473 万株，总投资 21 亿元，造林保存率
达 86%。这其中，南北山形成森林 20 . 97 万亩，使得西宁市
民人均森林面积由不足 8 平方米提高到 112 平方米。

目前，西宁南北山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乡土针叶林为主，
乔灌木结合、针阔叶混交的森林生态系统，正在产生巨大的
生态效益。

第三方独立评价《西宁市南北两山绿化工程评价报告》
数据显示：1989 年-2014 年，两山森林每年滞尘从 0 . 9 万
吨增加到 7 . 5 万吨；减少土壤流失从每年 1 . 5 万吨提高到
14 . 8 万吨；涵养水源从每年 114 万立方米提高到 1011 万
立方米；释放氧气从每年 0 . 21 万吨提高到 3 . 87 万吨；累
计固碳 17 . 6 万吨……

“北山愚公”尕布龙

记者近日在青海调研，说起南北山绿化，干部群众首先
要讲“尕老汉”——— 已离世近 6 年的前青海省常务副省长尕
布龙。

1993 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置退休后，已经
66 岁的蒙古族老干部尕布龙担任了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
副总指挥。张奎回忆说，当时不少人，包括领导干部，对两山
能否绿化持怀疑态度。尕布龙毫不动摇，翻山越岭深入沟沟
坎坎勘察，因地制宜提出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走提
水灌溉、工程造林的路子，在树种选择上以乡土树种为主，探
索出了一条高原干旱地区实施绿化造林工程的成功模式。

在青海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绿化处处长朱洪杰
眼中，尕布龙就是活生生的“北山愚公”。2003 年，尕布龙从
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10 年
间他泡在南北山林区的劳动日达 3520 天，两座荒山在这日
日夜夜里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规划的 5 万亩绿化区内
的 41 个绿化小区已绿树成荫，累计完成 4 万多亩造林工
程，是西宁 1989 年以前 40 年间累计造林量的 3 倍……彻
底打破了“南北山不可绿化”的旧观念，极大地鼓舞了青海
人民建设“绿色青海”的信心。

生态价值之于青海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
力也在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江源二期工程、祁连山生态保护与
综合治理工程林业项目扎实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承
载力稳步提升。加大防沙治沙力度，5 个示范区、8 个封禁
保护区建设有序推进，“人进沙退”成效不断巩固。湟水流域
等重点区域绿化规模空前，建成环西宁市、平安区百公里城
市绿色景观廊道，交通干线、景观主线、生态绿线初具规模。
实施玉树市、河南县等 12 处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新增国
家湿地公园 4 处，在全国率先建立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

采访中，青海干部群众向记者表示，现在青海的天更蓝
了、山更绿了、水更净了、空气湿润了，生态持续好转，“大美
青海”的绿色形象已走向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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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伤疤”变身生态地标
广东茂名油页岩露天矿生态修复记

新华社广州 9 月 7 日电(记者周颖、田建
川)在位于广东茂名市区西北角的露天矿生
态公园，60 多岁的退休市民陈阿姨站在一座
欧式小木屋下乘凉。眼前是一片宽阔清澈的
湖水，湖的两岸树木葱茏、绿草茵茵。

而在四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被废弃的油
页岩大矿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被当地人
痛心地称为这座城市的“伤疤”。

不堪回忆：垃圾遍地、臭气刺鼻

不少老一辈茂名人对这座占地 10 . 07
平方公里的油页岩露天矿采矿场并不陌生。

资料显示，从 1962 年 1 月正式投产开
始，茂名油页岩露天矿累计开采油页岩约
1 . 02 亿吨，生产页岩原油 292 万吨，为新中
国摘掉“贫油国”帽子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由于开采成本较高、生态污染大等
原因，茂名油页岩开发逐步停止，直至 1993
年 1 月停产。停采后的露天矿，在几经承包转
手后，甚至沦为不法企业偷排工业废渣的垃
圾场，加上此前剩下的岩渣、开采向外排弃的
表土，露天矿区及其周边生态严重恶化。

家住露天矿附近的 76 岁牙象村村民莫
德炎，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回忆起过去这里
的环境，莫德炎用“乌烟瘴气、不堪回忆”来形
容。“油页岩矿没停产前，出入矿区都是一些
大货车，空气中全是扬尘。”莫德炎说，矿区停
产后，这里的环境更差了。不少偷排到这儿的
垃圾发出刺鼻恶臭，村民都不敢开窗。

被污染的还有水体。莫德炎说，村民自家
水井抽出来的水都不敢喝。“抽出来的水是黑
的，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装净水机、过滤器，才
敢用水。”

令当地农民苦恼的还有农田灌溉用水，

不少灌溉水源被废渣污染，农田用水问题突
出。

艰难修复：引水变“坑”为“湖”

2013 年 5 月 7 日，茂名市政府召开专项
会议，规定在露天矿矿区范围内，一律不得进
行挖掘、采矿、建设等活动，油页岩矿坑及其
他附近区域统筹打造成矿山公园。2013 年
12 月 31 日，茂名露天矿被正式移交茂名市
政府，随后茂名市政府开启了“引水、种树、建
馆、修路”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

“尽管油页岩矿停止开采了，但表土下
的高岭土、再下面的油页岩、煤、铁矿石也很
值钱。放弃高岭土、煤炭等的开发收益，转而
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公园，体现了

市委市政府对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的高度重
视。”茂名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李华林介绍
说。

然而，在生态遭破坏的露天矿区建生态
公园，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油页岩矿停采
后，形成一个长约 5 . 2 公里、宽 1 公里的矿
坑湖。“由于没有进水和泄水设施，再加上后
期高岭土采选之后洗矿的酸水排放到湖中，
导致湖水酸化，矿坑湖成为‘死水湖’。”茂名高
新区河西工业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诚介绍
说。

为改善水质，茂名市政府投入约 5 千万
元建设引水工程，将高州水库、鉴江水源注入
矿坑湖，改善矿坑湖水质。如今，露天矿区少
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废弃矿坑，多了一个面积
约 6 . 8 平方公里、库容为 1 . 6 亿立方米的干

净湖泊。
更难的是对矿区进行复绿。茂名市林业

局园林工程师陈博仁说，面对如此薄弱的生
态基础，林业部门专门成立一个专家组，对露
天矿区复绿工程作专项处理。在试种 30 多个
树种后，最终选择了马占相思、小叶榕等容易
存活的树种。

如今，露天矿区完成了 7642 亩，约 40 万
株的复绿工程，树种成活率在 85% 以上。

华丽蜕变：“伤疤”化身生态地标

在对露天矿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茂名
市政府又关停了矿区附近环保不达标的十几
家洗矿厂、皮革厂、小炼油厂，露天矿及其周
边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如今，水变清了、山头变绿了，在这儿栖
息的水鸟变多了。此外，随着环湖道路全线贯
通，市民来这儿休闲的也越来越多了。

今年 3 月，由茂名市旅游协会主办的“两
广千人环湖徒步大赛”在茂名露天矿生态公
园举行，吸引了来自中山、珠海、贵港等两广
地区一千余名游客参加。露天矿生态效益、旅
游经济效益进一步凸显。

露天矿区附近的牙象村村委会主任陈学
明说，矿区、村里环境变好了，来这儿休闲、旅
游的人流越来越多，下一步，村里计划发展旅
游服务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此外，据林诚介绍，依托当年矿区废弃厂
房改建的露天矿博物馆也将于今年年底前完
工，落成后的博物馆将成为一个传承茂名矿
业文化和油城精神的平台。

“‘城市伤疤’已成历史，露天矿生态公园
成为茂名一张绿色生态新名片，这也是茂名
留给子孙后代的生态财富。”林诚说。

新华社昆明 9 月 7 日电(记者赵珮然、杨
静)切割纵深的峡谷、绿汪汪的湖水被一条大
坝拦腰揽住，陡峭边坡上树木郁郁葱葱，争奇
斗艳的黄叶假连翘、红花羊蹄甲等点缀其
间……

“过去电站边坡上怪石嶙峋，植物很难生
长。”在糯扎渡电站工作多年的梅传保回忆
说。

糯扎渡水电站横拦澜沧江，位于云南普
洱市境内，因攻破世界级水利难关而收获了
多项第一。更为重要的是，糯扎渡水电站积极
探索研究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措施，稳
步推进水电开发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打造水
电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路上留下了独特的
生态印迹。

2005 年糯扎渡水电站开工时就启动绿
色工区建设，始终做到“开挖到哪里、挡护到
哪里、绿化到哪里”。为增加植被，电站工作人
员引入能固土、生长迅速植物的同时，致力研
究混播草籽、混种树木，将乔木、灌木和草本
植物结合起来形成高中低立体绿化。

在边坡陡峭处和石质地上，糯扎渡人选
择了筚路蓝缕的“开荒”行动，挑土上山，在石
头上垫土造地。“当时大家一簸箕一簸箕地抬
土，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跑，把斜坡硬生生回
填起来，就为造出一块土质松软的绿地。”梅
传保说。

如今，两岸山体上绿树成荫，糯扎渡水电
站已完成边坡治理约 60 万平方米，植被自然
恢复 45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 1698 . 47 万

平方米。水电站 27 万平方米的营地上纵横排
列着 1 万多棵树，苗圃整齐分布在道路和房
屋间，高峡平湖边星罗棋布。“花园电站”的称
号让游客纷至沓来。

“开辟绿地是‘立新’，‘两站一园’则是‘守
旧’。”华能澜沧江上游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建说，新增绿地是为了保持水土，而“两站
一园”的设立则是为了全力保护当地原生物

种。
据介绍，珍稀植物园和野生动物拯救站

主要用来安置电站建设波及的动植物“移
民”。目前，植物园占地 100 亩，移植栽种了宽
叶苏铁、篦齿苏铁、中华桫椤、红椿、金荞麦等
11 种国家保护植物共 13400 余株；动物拯救
站对在库区发现的伤、病、残和非法捕猎的野
生动物进行医护救治、暂养野化，而待痊愈放

生后还要进行标识和跟踪监测；鱼类增殖放
流站开展珍稀鱼类人工增殖放流和科研等工
作，则有效地保护了土著鱼类。

2012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令鱼类增殖放
流站的工作人员毕生难忘。那晚，澜沧江土著
鱼——— 巨魾的人工增殖技术在放流站里取得
成功。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晨江
介绍：“国内外目前还没有关于巨魾成功实现
人工繁殖的案例、文献，这意味着糯扎渡电站
鱼类增殖放流站巨魾人工增殖在全世界范围
内首次获得成功。”

“在设立鱼类增殖放流站前，糯扎渡水电
站从设计环节就开始构思土著鱼类保护。”周
建说，电站水库总库容 237 亿立方米，水库水
温属稳定分层，下泄低温水对鱼类生长繁殖
有负面作用。因此，电站在工程设计中通过大
量水力模型试验，确定工程采用叠梁门取水
方式，投资 2 亿多元建设糯扎渡水电站进水
口分层取水设施，有效减缓了下泄低温水影
响。

此外，糯扎渡水电站还委托专业单位对
放流站以及施工区域的垃圾填埋场、生活污
水处理等环保措施进行专项设计。周建认为，
绿色水电建设规划是糯扎渡水电站重要的试
点经验，让水电建设和生态保护齐头并进。

可以说，“绿色水电”概念贯穿了糯扎渡
水电站建设、运行管理的全过程，平衡了水电
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为“西电东送”南
部通道输送绿色能源的同时，也用独特的生
态印迹增添了水电开发的绿色智慧。

“绿色智慧”引领水电开发
糯扎渡水电站的生态印迹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球生
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多年来，中国一直
积极致力于应对荒漠化挑战，走出了一条生
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并重、治沙与治穷共同推
进的中国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

国际人士表示，防治荒漠化进程的“中国
方案”已成为全球样板，值得世界借鉴。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

“二三十年前那会儿，从哪个方向看去，
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让人感到绝望。”

蒙古族牧民陈宁布回忆说。

陈宁布所提的沙海就是位于中国内蒙古
自治区的库布齐沙漠，总面积为 2115 . 67 万
亩，其中流动沙丘 799 . 3 万亩，受影响人口
达几十万。

如今，沙丘披绿衣、沙土变良田，库布齐
沙漠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第五次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与第四次相比，5 年间
流动沙丘面积减少了 49 万亩，重度、极重度
沙化土地减少 114 . 7 万亩。由于多年来治理
成果突出，库布齐沙漠成为联合国环境署确
定的“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为世界荒
漠化防治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治沙经验。

研究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库布齐
治沙模式的成功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巧干。“气
流法”植树、无人机植树、“甘草平移”栽种等
100 多项沙漠生态技术成果和“豆科植物大混
交植物固氮改土”等 100 多种“沙漠生态工艺
包”，都是这场“沙漠奇迹”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和缔约国
代表认为，库布齐荒漠化防治为世界树立了
典范，创造了“市场化、产业化、公益化”的治
沙经验，探索出一条“治沙、生态、民生、经济”

平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荒漠变绿洲的库布齐只是中国治理荒漠
化的一个缩影。相关数据显示，过去 5 年，我
国治理沙化土地 1 . 26 亿亩，荒漠化沙化呈整
体遏制、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的态势，实现了
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全球环境保护的“引领者”

“我们非常高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内蒙古举行，
这显示了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领导力。”《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6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

公约副执行秘书长普拉迪普·蒙加在大会开
幕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蒙加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防沙治沙方面
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和表率作用。他说，中国不
仅为世界提供了法律和执行层面的成功经
验，还显示了荒漠化是可治理、可扭转的，并
且防沙治沙还可以带来许多经济、社会以及
环境益处。

今年 8 月底，国际性非营利组织世界未
来委员会公布了 2017 年“未来政策奖”，以表
彰世界上最佳的防治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政
策，中国因 2002 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沙治沙法》而获得银奖。

世界未来委员会指出，中国 2002 年出台
的这项法规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荒漠化防
治、旨在强化国家应对荒漠化挑战的综合性
法规，为国家防治荒漠化的行动计划和一系
列防风治沙项目(如绿色长城项目、民众植树
活动等)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及框架。

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会理事兼副主席亚
历山德拉·汪戴尔表示，中国获得银奖释放了
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一个易受荒漠化和气候
变化影响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睿智且行之有
效的方式，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凭借这些努
力和成就，中国同其他获奖国家在全球环境

保护中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
2015 年，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确立“到 2030 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
长”这一重大目标。中国已经提出，力争到
2020 年使全国半数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
到治理。

中国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治
沙模式为世界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
地退化零增长”的“世界目标”提供了“中国方
案”，也为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
经验”。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称赞道，中国在防沙
治沙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国防沙治沙
经验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指出，在中国政府
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下，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
地方，将持续加大对荒漠化防治的科技投入。

重点推动创建“一带一路”科技协同创新中
心，加强荒漠化治理技术转化应用，推动科技
治沙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科技带动——— 产业
发展——— 企业壮大——— 百姓受惠”的共享沙
漠经济之路。(执笔记者：冯玉婧；参与记者：
侯雪静、胡璐、王靖、田颖、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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