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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长期以来润泽着这里

的百姓。”刚刚考察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习近平总

书记这样阐述黄河与宁夏的关系。宁夏回族自治

区是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黄河就

是宁夏的生命之河。

黄河生态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宁夏回

族自治区坚决肩负起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的责任，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中，各地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因事为制，着力唱好新时代生态治理的“黄河

大合唱”。

站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天河湾

国家湿地公园向远处眺望，黄河宛若一双金色的

臂膀，将天河湾挽入怀中。俯瞰湿地公园，林带环

绕、灌草翠绿、蒲苇摇曳。

在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了 20年的护林队

队长胡月朝指着眼前的景色对记者说：“俗话说，

种地莫种河滩地，但在过去仍有很多村民来这里

抢耕抢种，不但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还污染了

水系。如今，守护绿水青山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村民们不仅自愿退耕了 900多亩河滩地，还积极加

入到湿地公园建设的队伍中。”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靠黄河，总面积 3900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1603 公顷，湿地率 41.10%，

包括洪泛平原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

地 4 个湿地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和良好的生态

系统孕育了丰富的水、草、树木，造就了独特的黄

河中上游地区的湿地景观，是黄河宁夏段野生动

物重要的栖息繁衍地。

“10年前，我们对母亲河的保护还只局限于造

林护岸，保持水土。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的指引下，平罗县统筹资源，开启了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的综合治理，这让天河湾湿地生态得到有效恢

复，让母亲河沿岸绿了起来、美了起来。”宁夏平罗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周伏军说。

水中的隐患，要从岸上治理开始。近年来，平

罗县不断对天河湾湿地公园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湿

地补贴资金、森林抚育等重点工程项目，累计争取

到各类项目资金 2500 余万元，对天河湾湿地公园

进行生态保护、科普宣教、科研监测、休闲游憩等

功能的统筹恢复治理。截至目前，全县共完成造

林绿化面积 978亩，栽植乔木 18万株，完成封滩育

草 3000 亩，种植荷花 40 亩、累计 1.3 万株，实施清

淤 7.45万立方米，建设生态隔离沟 2143米，植被覆

盖率已由原来的不足 40%提高到了 85%。2019 年

12月，天河湾湿地公园正式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宁夏时的重要讲话，以平罗县全域

旅游示范县建设为契机，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集湿地资源展示、湿地观光游览、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湿地生态公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让母亲河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幸福河。”

周伏军信心满满地说。

石嘴山：水中的隐患岸上治

新华社讯 （记者李琳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管理

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长江源头雅达湖斑头雁数量增至 1600余只。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素有

“江河源头第一县”美誉。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勒池村原支部书记尕

桑是该村斑头雁保护项目负责人，据他介绍，今年 5 月 15 日起，当

地生态管护员就驻扎在雅达湖保护观察营地，全程保驾护航斑头

雁繁衍生息。

尕桑说，自 2017 年当地开展斑头雁保护行动以来，长江源头

雅达湖的斑头雁数量已从 500多只上升到今年的 1635只。

“斑头雁警惕性高，观察能力强，生存规律严密，熟知周边安

全繁衍生息的地方，来回飞翔的目的就是安全产卵、守护幼鸟。”

尕桑说。

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

长尕塔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力

度不断增大，斑头雁成活率大幅提升。在天蓝、地绿、安全的环境

中，斑头雁与各类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繁衍生息。

科学研究发现，斑头雁最高飞行高度为 9000 米，能直接飞越

喜马拉雅山，被称为“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

长江源斑头雁数量增至1600余只

新华社讯 （记者陈毓珊）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

人员近日在开展夏季水鸟调查时发现，一只小天鹅在湖中悠闲觅

食。据介绍，2016 年鄱阳湖夏季水鸟调查时曾监测到了小天鹅，

今年，鄱阳湖保护区再次发现有小天鹅在夏季现身。

小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鄱阳湖区属冬候鸟，每年 11

月前后抵达鄱阳湖越冬，翌年 3 月北迁。2019 年 12 月，保护区工

作人员曾监测到近 6 万只小天鹅在鄱阳湖区越冬，夏季出现在鄱

阳湖实属罕见。经工作人员观察，此次发现的这只小天鹅没有疾

病、受伤等情况，身体状况较好。

研究人员监测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冬候鸟选择留在鄱阳湖

水域繁衍生息。今年以来，也陆续发现东方白鹳、白枕鹤等候鸟变

“留鸟”的情况，进一步丰富了鄱阳湖水域物种多样性。

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江西省科学院生物

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介绍，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鄱阳湖水

域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尤其是鄱阳湖水域禁捕政策的实施，使水生

生物得到更好保护，为鸟类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

鄱阳湖保护区

再次在夏季监测到小天鹅

这里唱响生态治理这里唱响生态治理““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刘园园
王迎霞

黄河流经银川市境内 83 公里，受贺兰山山洪

和黄河河洪的长久冲击，得益于引黄灌溉，银川境

内沟渠纵横，水系发达，湖泊湿地资源丰富，“塞上

江南”的美誉和“七十二连湖”之说由此而来。

早在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

时就指出：“要加强黄河保护，坚决杜绝污染黄河

银川：净化好母亲河的“毛细血管”

这天傍晚，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豫

海湖畔，夕霞尽染，水天一色，水鸟起落，巡河保洁

的黑志强仿佛置身在一幅斑斓油画中。

黄河宁夏境内最大的支流清水河穿城而过，

在同心县的“头顶”汇入黄河。与黑志强一样的河

湖保洁员们所守护的，就是这条重要支流。在黑

志强看来，这份工作不仅是家里脱贫致富的经济

来源，更是一种责任。

就在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吴忠市考察时，

留下了殷殷嘱咐：“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

当，更加珍惜黄河，精心呵护黄河，坚持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明确黄河保护红线底线，统

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

等重大工程，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

“同心县因黄河水而兴，扬黄灌溉润泽万亩

良田，造福一方百姓，对于同心人来说，保护好清

水河这条支流，是守护好母亲河宁夏段的重要一

环，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清水河的河水清澈地汇

入黄河，让黄河与清水河的流域美起来，绿起来，

富起来。”吴忠市委常委、同心县委书记马洪海信

心坚定。

同心县河湖管理中心主任殷志全介绍说，

2017 年以来，全县全面推行河湖长制，设立县级

总河长 1 名、副总河长 2 名，县级河长 3 名，乡镇

级河长 12 名，村级河长 109 名，选聘河道保洁员

216 名，让境内每条河湖沟道都有“家长”，获得悉

心看护。

“与此同时，我们还推行了‘河长+警长+检察

长’的三长制管理模式，由公安局长任全县河道总

警长，9 名乡镇派出所所长任辖区乡镇级河道警

长，对一些整改难度大、进展滞后的问题，总河长

现场办公，以签发总河长令、督办令和督办函等形

式强化督办力度，限期整改。”殷志全说。

近几年来，同心县仅清水河综合治理各类项

目投资就达 14 亿元，水质由过去的劣 5 类变为如

今的 4 类，引来越来越多的野鸭等各类水鸟栖息。

随着水质变得越来越清冽，水边环境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多的人逐水而来，想一亲水的芳泽。

吴忠：精心呵护黄河“后花园”

行为，让母亲河永远健康。”

如果说黄河是大动脉，银川市数量众多的入

黄排水沟就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净，大动脉

就会有问题。不让污水进入黄河，成为银川市的

底线。

2019 年，银川市将境内所有入黄排水沟纳入

滨河水系串联起来，如此一来，11条入黄排水沟最

终就只有一个入黄口，总长度 49.5 公里，水域面积

1.1万亩。

银川市水利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少勇介绍：“所

有过去的入黄排水沟体系仍然保留，但只是在防

洪的时候才打开。让它直接入黄或者是确保防洪

安全，平时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入黄排水沟进行入

黄。这种治理方式，彻底消除了每条排水沟水量、

水质、水环境等众多不确定因素。”

通过水系的连通，银川水利部门做了水体深

度的净化，还利用石墨烯技术增加水体的含氧

量。今年最新一期的水质监测报告显示，银川入

黄排水沟水体的水质已经稳定在 4类水质。

“另外，我们从 2018年就开始对所有污水处理

厂进行全面的提标改造，在一年之内全部提升到

一级 A。从视觉上、从嗅觉上，水体就已经达到了

比较好的状态。”赵少勇说。

眼下，银川市针对入黄排水的一系列处理，已

经极大提升了当地水质：全面的提标改造，提升了

污水处理厂的效率和处理质量；全面提升管网收

集率，使现在管网的收集率达到 95%；实施农村的

改水改厕，农药、化肥、除草剂的三减，达到每年递

减 20%—15%。

目前，银川全市有湖泊湿地面积 5.31 万公顷，

水域面积占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 10%。其中自然

湖泊湿地近 200 个，百亩以上湖泊 128 个，总面积

12.32 万亩，这个巨大的“城市之肺”，确保不让一

滴脏水流入母亲河。

6月 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

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

40年，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 3014万公顷，工程区

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57%。

在生态学专家眼里，“自然”有着另一个概念：

生态系统。他们乐于研究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规

律，为自然代言。

“尊重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科学的认识自然，

顺应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用自然界自己的方法保

护自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森林生态学

首席专家、研究员刘世荣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森林调节水的作用受林冠层和林内灌

草层截持、林地枯枝落叶层和苔藓层拦蓄，以及森林

土壤层含蓄所构成的一个综合复杂过程影响，90%以

上取决于森林长期演替形成的复杂土壤结构。

森林涵养水源离不开土壤

森林被称为“绿色水库”。既没有拦水堤坝，

也没有水闸开关的森林，如何实现对水的时空调

节，一直是森林生态学家们想探索的奥秘。

“森林的水文作用总体来说是好的，但要看具

体条件，不能绝对化一般概念。我们采用多尺度

观测和跨尺度分布式数值模拟技术研究发现岷江

冷杉是岷江上游的主要建群树种，其树体生物量

大、叶面积指数高、蒸腾作用小等特性使得岷江冷

杉林对水的含蓄作用效果突出，尤其是岷江冷杉

的原始林对水源的涵养作用更为显著。主要原因

在于岷江冷杉原始林长期自然演替，形成了发达

的海绵状苔藓层和枯枝落叶层，以及具有非毛管

孔隙度大、密度高、渗透性强的土壤团粒结构，有

利于非重力水的垂直渗透。”刘世荣说。

数据显示，岷江冷杉原始林苔藓层和枯枝落叶

层的蓄水量每公顷分别高达126.36吨和223.85吨。

“不同的森林类型涵养水源的作用大小不一，

不同的树种对水分的利用规律大同小异，森林土

壤让森林成为真正的‘绿色水库’。”刘世荣说。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
岷江实践

受海拔、地势、光热等因素影响，岷江上游的

植被覆盖类型呈现出高山草甸、亚高山暗针叶林，

中下部常绿阔叶林以及林下经济作物、平原发展

农田经济的区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在

岷江流域水分循环过程的长期观测研究中，研究

团队意外得到一个重要发现，水在不同植被类型

中的循环利用的这个系统，恰好诠释了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的自然生态系统理念。

“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对降水具有低蒸

散、高渗透的作用，但从草甸土壤中渗透出来形成的

径流水顺势流入亚高山区域的云杉针叶林，给该区

域的森林土壤提供了水源补给；更重要的是，亚高山

暗针叶林自身蒸发的水分90%又以雨雾水的形式回

降到了高山草甸，滋润了草甸植被。”刘世荣说。

与此同时，从亚高山森林中缓缓流出的水形

成的径流可以为山下的林下经济、平原的农田灌

溉、畜禽养殖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供给，为人类饮

水和从事各类生产活动提供了保障。这一现象不

仅很好诠释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生态文明理念，更为人类系统认识自然、研究自然

提供了现实案例。

不要试图轻易“改变自然”

“1998 年的特大洪水给人类过度采伐森林上

了一堂自然警示课，大规模集中连片种植的人工

纯林背后潜藏的外来物种入侵、病虫害暴发、生态

系统健康问题越来越凸显，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

增温、降水格局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等也正加速

影响着森林的更新和生态系统功能。”刘世荣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为了科学评估人类干扰采伐、生态恢复和气

候变化对森林水分调节功能的影响，刘世荣指出，

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中，应首

先保护好现存的天然林植被，包括原始暗针叶林、

天然灌丛、草地和高山草甸等；植被建设要以天然

更新和自然生态恢复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主，

不应一味强调大规模营造人工林，特别是人工针

叶纯林。大面积的人工植被覆盖会加重区域生态

用水从而降低流域产水量，减少下游可利用的水

资源。随着气候变暖，冰川消退和降雪减少，岷江

流域面临基流补给减少的威胁，可能引发岷江流

域的水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结果为成都平原乃至

长江中下游地区用水安全提出了预警。

刘世荣说，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 20年多以来，

岷江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 1997年的 38%上升

到 2017 年的 43%；森林水源涵养能力预期可以由

21.88 亿吨提升至 26.52 亿吨；衡量旱涝灾害发生

的重要指标洪枯比在岷江杂谷脑流域的监测数据

由 1982 年的 11.5 下降到 2006 年的 7.1，紫坪铺的

洪枯比由 1983 年的 10.3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4.95。

这足以说明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岷

江上游的水源生态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岷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应充分利

用残留的保留木或老龄林片段促进川西亚高山退

化天然次生林加速恢复与水源涵养功能提升；在

前期大面积栽植人工林的基础上，通过开林窗、

带状疏伐等模拟自然干扰的方式，逐渐恢复以岷

江冷杉为建群种的原始林，以更好发挥森林涵养

水源的服务功能，保障水资源和生态安全。这是

自然界委托我们科研人员向人类传达的‘自然语

言’。”刘世荣说。

岷江上游森林植被恢复、生态功能提升，专家指出——

要用自然界自己的方法保护自然要用自然界自己的方法保护自然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岷江上游森林与水自然景观岷江上游森林与水自然景观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一项公众生态环

境意识调查显示，顺义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度、环境概念认

知度、环保行为践行度较高，普遍关注生活垃圾、大气、噪声污染，

九成以上居民对顺义区生态环境表示满意。

本次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调查共发送调查问卷 3200 份。调查

显示，在生态环境满意度方面，60.2%的顺义区公众对本区整体生

态环境打分为满分 5分，另有 29.8%的公众打分为 4分，打分在 4分

或以上的占总和的 90%。

在污染问题方面，47.3%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垃圾污染是本区

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环境威胁。67.4%的被访者认为机动车尾气

排放是导致空气污染的最主要原因，还有超过 50%的受访者选择

了道路和建筑施工扬尘、工业粉尘、餐饮油烟。

在生态环境概念认知度方面，近六成被访者对垃圾分类、白色

污染及环境日有较高认知。其中，对垃圾分类认知最高，占比达

59.7%；58.1%、57.6%及 54.5%的被访者对白色污染、环境日、温室效

应有较高认知。对获取生态环境相关信息，主要通过微信、政府部

门的环保宣传及电视等媒体。

在环保行为践行度方面，对随手关灯、购买环保节能产品等 10

项调查问卷所列出的日常环保行为，均有较好的实际行为习惯。有

超过75%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实际行动，特别在拒绝食用野

味、绿色出行、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这三项，均有很好的践行度。

“本次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使我们对辖区内公众环境诉求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公众的参

与和支持。在解决突出问题、增强老百姓获得感的同时，我们还要

创新工作方法，支持、鼓励和引导更多人自觉、自愿地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顺义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说。

北京开展生态环境意识调查

引导公众自觉自愿践行绿色发展

新华社讯（记者王昆）记者从河北省水利厅获悉，5月下旬以

来，河北省各地以七里河、沙河、唐河、北拒马河、瀑河等 5 条新增

常态化补水河道为重点，对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的 1386条河

道集中开展清理整治。

截至 5 月底，动用大型机械 2.78 万台次，清理垃圾 47.64 万立

方米，弃土弃渣 68.27 万立方米，清除非法建筑物 50.61 万平方米，

采砂坑 58.41 万立方米，封堵非法排污口 80 个，河槽清淤疏浚 197

公里，河滩规整 51.5公里。

下一步，河北省将采取河道常态化排查清理、重点河道蓄水、

统筹调度各类水源、加强有水河段巡查管护等综合措施，巩固河道

集中清理整治成果。河北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将利用无人机、遥感

监测、群众举报等手段，结合明察暗访，实行动态排查、动态清零。

河北清理整治1386条河道

山水园林环抱之下的石嘴山市山水园林环抱之下的石嘴山市 刘霄华刘霄华摄摄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

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

流域的省区，黄河就是宁

夏的生命之河。黄河生

态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坚

决肩负起黄河生态保护

治理的责任，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