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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碧波粼粼，鸟鸣鱼

潜，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是因为垦荒、非法捕捞、围堰，一度遭遇严重破

坏，成为当地人口中的“烂泡子”。

那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湿地生态系统对于

区域气候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等方面具有

怎样的意义。

黑龙江是全国湿地大省，不仅面积大，而且类型

多。扎龙、兴凯湖、洪河、三江、七星河、珍宝岛、南瓮

河等七大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富锦市被

誉为中国白枕鹤之乡，齐齐哈尔有着鹤城美名……

随着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黑龙江

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也按下了快进键。近年来，

黑龙江省将湿地保护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和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从制度建设、管理体系、保

护形式、保护机制等多方面强化湿地保护工作。

扎龙湿地一望无际，鹤鸣九皋；三江湿地两江汇合、

苔草青青……那么，黑龙江省是如何进行治理的呢？

富锦市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三江平原的腹

地。这里是我国最大的沼泽湿地分布区。曾经的

耕种垦荒让这里的环境遭到了破坏，过度开发也

导致湿地面积不断萎缩。

48岁的李长吉是附近民胜村的村民，年轻的时

候，李长吉也在这里围了块坝子，偷偷种地、打鱼。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时，湿地里东一块西一块

全开成了地，有的湿地里面还左一笼右一笼打鱼。

大家都在垦荒打鱼，感觉自己不去就吃了亏。”

李长吉坦言，这里的地其实并不好种。由于

地势较低，雨势稍大就会导致大水漫灌，能打多少

粮食全凭运气。即便如此，李长吉还是开垦了 6垧

地（约合 90亩），“钱也投进去不少。”

时间定格在1998年，黑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强

湿地保护的决定》，对三江平原湿地进行抢救性保

护。到了2003年，黑龙江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黑龙

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开创了我国湿地立法先河。

富锦市从 2005 年开始，也开始了湿地保护工

作，首当其冲的就是退耕还湿、湿地资源恢复。一

方面，工作组挨家挨户找村民做工作。跟政府部

门签订过合法手续的，采用置换的方式退出；没有

合法手续的，则劝说其主动退出；另一方面，通过

多种方式，让村民们认识到湿地的价值，让保护湿

地的意识深入人心。

李长吉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如今，李长吉在

湿地国家公园做船只驾驶员和保管员的工作，亲

眼见证了湿地公园给湿地、周边村镇带来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国内外的游客都喜欢咱这儿的美景。”李长

吉边开船驶向湿地深处，边指给记者，“你看，那就

是咱们湿地的塔头甸子，现在越来越多了！”靠着

这份工作的收入，李长吉买上了汽车、住进了楼

房，还缴纳了养老保险，给自己今后的生活多了一

份保障。

同样受益的，还有红洲村。由于地处通往湿

地的必经之路上，红洲村近年来的农家乐、民宿发

展得很红火。

洪洲村党支部书记李平芹介绍，这些农家乐和

民宿，有的是个人经营，有的是村集体所有。我们

还鼓励村民通过打工、入股等方式来共享收益，所

以，采摘园、农贸市场等村集体经济也越来越红火。

生态就是生产力，红洲村村民对此深有体

会。从当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到如今村集体经

济超百万、人均年收入 2.1万元的幸福村，“绿水青

山真的是金山银山！”李平芹说。

通过这些生态修复和治理的有序引导，如今

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已经有芦苇、睡莲、香蒲、水

葱等草本植物 290 种，脊椎动物有 270 种，鸟类有

177 种。丰富的植被和水资源也让这里成为候鸟

的重要繁殖地和迁徙地。

退耕还湿，昔日破坏者今为“守护人”

本报记者 杨 仑 李丽云

湿地生态治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如何才能

让湿地生态修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轮驱动，是

摆在黑龙江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成为当地政府和

各个湿地保护区的必做功课。

湿地保护区旷远恬静、空气清新、无污染、无

噪声的生态景观，湿地生物多样性，不仅可以激活

了旅游经济，也助推了湿地农业的发展，成为乡村

振兴的强力龙头和载体。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记者采访中发

现，优美的富锦湿地成了经济发展的梧桐树、聚

宝盆，实现了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富锦

市探索出湿地+龙头企业模式，成为解开这道题

的“金钥匙”。

隋德才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当年寻找适合

企业发展的落脚点时，他一眼就相中了富锦湿地。

“我们每只鸡养殖时间长，用药却远远少于行

打造循环产业链，绿色优势成为金色名片

6月上旬，扎龙国家自然保护区美丽的丹顶鹤

作为特殊“嘉宾”，参与到世界环境日的直播活动

中，让全国网友在“云”端过了回眼瘾。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在我国悠久的文化

历史中，丹顶鹤一直被认为是“祥瑞”“神鸟”，在今

年的世界环境日也备受关注。而其背后，是黑龙江

省加强湿地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组合整治力度。

扎龙自然保护区是松嫩平原保留最完整、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多种珍稀

水禽繁殖栖息地，还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数量最多

的野生丹顶鹤栖息繁殖地。

保护湿地首先要加大执法力度，打击破坏湿地

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为此，扎龙自然

保护区先后购置了执法用车、无人机、GPS对讲一体

机等管护执法专用装备，运用卫星遥感监测影像技

术，对保护区全境进行针对性核查执法和定时监控。

修复湿地生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水。

自2002年起，国家以及黑龙江省都对扎龙湿地开始

补水“解渴”，并于2009年正式建立扎龙湿地长效补

水机制。截止到2018年，累计补水28余亿立方米。

通过严格管护、科学研究、社区共建、环境教

育、实施湿地长效生态补水和核心区居民搬迁等

一系列举措，如今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

成为全球 17个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成功范例之一。

窥一斑而知全貌。扎龙自然保护区是黑龙江省

近年来加强湿地修复治理和保护的一个缩影。据黑

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

出台了多项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将全省556万公顷湿

地共计20448个湿地斑块全部纳入名录管理并造图

上册，还制定印发了《黑龙江省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实

施方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水

长效机制，为全国湿地的生态补水提供了示范。

截至目前，全球仅有 18个国际湿地城市，黑龙

江省已有 1个城市获此殊荣。此外，还有国际重要

湿地 9处，2020年，国家又新提名指定 1处，黑龙江

省国际重要湿地数量位居全国首位；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 113 处，其中国家级 20 处，省级 53 处；湿

地公园 78 处，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63 处，省级湿地

公园 14 处；湿地保护小区 11 处，形成了全国最大

的省级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建立生态补水长效机制，提供补水示范案例

业同等水平，令同行惊讶！”隋德才兴奋地说。原

来，是这里全年优良的气候，纯净丰富的水资源，

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下一步我们还将用养殖肉鸡的粪便为原料

生产有机肥，进而带动有机果蔬和有机粮食的种

植，打造一个闭合的全产业链。”隋德才说。

一方面，政府支持引导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企

业发展又能反哺湿地修复。这种绿色循环的发展

模式正在迅速的复制。

如今，在富锦、桦川、建三江等地，有机、绿色、

生态的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以龙江牌为特色的农

业产品越来越被消费者们所熟知，继重工业基地、

冰雪之后，成为黑龙江省一张又一张闪亮的金色

名片。

从从““烂泡子烂泡子””到到““金名片金名片””
——湿地生态治理的龙江实践湿地生态治理的龙江实践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草原专家调研组

就《草原保护与建设》专题，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乌拉盖草原腹地调研。他们发现乌拉盖草原开

展的退化草场改良、盐渍化草地治理、沙化草地治

理等多个生态治理项目，已经规模治理沙化草地

近 2万亩。这一成果让调研组眼前一亮。

让调研组眼前一亮的成果的背后是怎样的治

理模式？科技日报记者随调研组进行了走访。

一条暗沙带成为草原沙
化的隐患

提到荒漠化，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西北干旱

地区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荒凉沙漠。其实，从荒

漠化类型看，除沙漠外还包括受自然或人为因素

影响形成的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土

壤沙化等。

作为最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草原生态

的退化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的

难题。如何用科技的力量让草原绿起来，这正在

成为各界努力的焦点。

乌拉盖是内蒙古中部最美的草原，是电影《狼

图腾》的拍摄地，被誉为“天边草原”。电影中的草

原景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乌拉盖草原近年来也有了退化、沙化、

盐渍化的迹象。

为什么昔日的青青草原如今却逐渐的沙化？

内蒙古蒙草生态草原研究院（以下简称草原生态

研究院）经过长期地调研发现，乌拉盖草原绿色植

被下存在一条暗沙带，处在暗沙带上的植被如果

被破坏就会迅速地风蚀沙化，一旦细沙侵蚀周边

的草原，就会形成大面积的沙化草地。

乌拉盖草原牧民曹磊说：“我家的草场前些年

是典型的丘陵平原草甸草原，植被破坏后有 186亩

草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沙化，最严重的地方已经

成为面积达 50 亩的风蚀坑，专家在那时就给出结

论——是因为植被种类单一且覆盖率降低。”

草原生态研究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 6 年

前，他们就开始对乌拉盖草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检

测，同时，开展植物多样性调研。结合“三化”草地

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形和退化程度，逐步提出了针

对性解决方案。

结合乌拉盖管理区（锡林郭勒盟县级管理区）

林业治沙项目、农业综合开发沙化、退化草地治理

等项目，草原生态研究院针对不同的风蚀沙化情

况，应用机械沙障、生物沙障、补播牧草组合等措

施，先期治理严重沙化，并且已出现风蚀坑的草地

13 处、共 3000 余亩。治理后，流沙得以固定，多年

生植物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度达到 55%以上。

在此基础上，乌拉盖管理区针对草场沙化情

况因地施策，依托草原生态研究院的技术集成，采

用埋置机械沙障+生物沙障+人工撒播+枯草铺设

的办法，固沙并还原植物生境，让天然植物物种在

休养生息中焕发自我修复的能力，成功抑制住了

乌拉盖草场的继续沙化。

狼毒花是“警”不是“景”

近几年来，乌拉盖草原上出现大片美丽的狼

毒花。在游客眼中，这些花草算得上是一道靓丽

的风景，但在牧民白布和眼中，狼毒花的肆意生长

则是一场灾难。

狼毒花是一种汁液含毒的多年生植物，根系大、

生命力强，家畜误食会中毒，还会抑制其他优良牧草

的生长。大片的狼毒花不仅危害草原生态，而且威胁

草畜产业健康发展，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警示灯”。

锡林郭勒草原就是狼毒花的原生地之一。

白布和家的草场位于乌拉盖牧场腹地，500亩

草场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狼毒型退化，这是当地

草原生态修复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3年连续试验示范，乌拉盖管理区帮助科研

人员采用围栏+免耕+施肥的综合措施，补充表层土

壤营养，促进禾本科、豆科等植物生长，提高了天然打

草场的产量和质量，最终成功抑制了狼毒花生长。

白布和介绍，治理 3 年后，自家的草场上狼毒

花减少了 80.35%，优势植物占比显著增加，牧草产

量增加 28%。“狼毒花的减少和草原生态的恢复几

乎是同步的，载畜能力增加，生态持续好转。草原

生态研究院针对我们草场生态修复的科技成果转

化，让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他说。

让盐渍化草场“起死回生”

“盐渍化草地的成因，主要是盲目开垦和超载放

牧等人为因素，表现形式为草地盐碱含量增加，阻碍

牧草生长，逐渐成为地表裸露的盐碱斑。盐渍化与沙

化、退化一样，也会使植被覆盖度持续下降，牧草产量

受到影响。”草原生态研究院院长邢旗告诉记者。

据介绍，2017年，锡林郭勒盟生态修复科研团

队联合乌拉盖哈拉盖图农牧场一连 8 户牧民，在

5000亩草场上实施了综合开发土地治理草场改良。

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其中的 1930亩已经严重

盐渍化，分布着面积大小不等的盐碱斑，斑内土壤

PH 值碱度较高，大部分已经完全没有植被。剩余

的 3070亩为轻度盐渍化，植被较稀少，草地的总体

植被高度、密度和覆盖度都比较低。

邢旗介绍说：“为了避免牲畜的啃食与踩踏进

一步加剧项目区的盐渍化程度，我们的修复在围

栏内进行，根据盐碱斑面积大小和草地植被情况，

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盐碱斑外的草地采用围栏

封育与施肥方案；中、小面积的盐碱斑采用人工翻

地、撒腐殖酸、补播草籽、草帘覆盖的技术方案；大

面积盐碱斑则先采用旋耕机翻耕，再实施后续措

施。经过一年的治理，8户牧民的草场植被平均覆

盖度达到 45%以上，治理效果显著。”

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治理负责人表示，相比

20 年前，锡林郭勒盟的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6%，平均亩产干草量提高了 50%左右，草原沙化

退化呈现“总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良好态势。其

中，草原生态研究院研究团队从 2014年至今，在乌

拉盖地区成功修复各类型草地近 3 万亩，平均植

被覆盖度达 40%—60%，严重沙化草地平均植被覆

盖度由 15%提高到 50%。

退化、沙化、盐渍化……

固沙治碱，让《狼图腾》里的草原“起死回生”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初夏时节，内
蒙古中部的锡林
郭勒盟乌拉盖大
草原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水清水清、、地绿地绿、、空气新空气新——黑龙黑龙
江省绘就生态治理新画卷江省绘就生态治理新画卷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张涛张涛摄摄））

仲夏时节，站在甘肃省庆阳市子午岭上远眺，但见山间斜坡林

草遍布，满山油松、沙棘、紫槐层次分明。

庆阳市曾是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历史

资料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庆阳市年入黄泥沙量达 1.684 亿吨，占

黄河流域入黄泥沙量的 10%。如今，经过坚持不懈的水土保持与

生态治理，到 2019年底，当地年入黄泥沙量减少 6997万吨，降幅超

过 40%。

“以前，我们这里的山头都是光秃秃的，沟壑纵横，一刮风黄

土漫天。”庆阳市西峰区水土保持管理局局长曹志龙说，由于植

被稀少，当地水土流失严重。受雨水冲刷影响，黄土塬面上形成

的沟壑不断向庆阳市主城区延伸，沿线耕地、道路、群众住房都

受到威胁。

水土流失也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山体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

多发，干旱、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频现。庆阳市由此成为黄河流域

生态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如今，庆阳市合水县肖咀镇林草葱郁。山间修筑了一道

道拦泥坝、滞洪坝，坝间蓄水形成一汪汪碧波。“20 多年前，肖

咀镇除一座翠峰山植被相对茂密外，其余的山头都是光秃秃

的，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合水县水土保持管理局副局长张

维回忆。

经过兴修梯田、人工造林种草、修筑淤地坝以及各类小型蓄水

工程的实施，肖咀镇形成山、水、田、林、路、坝和小型水保拦蓄工程

相互配套的综合防护体系，实现了“泥不出沟、水不外流”。

从 2016 年起，庆阳市实施“固沟保塬”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采取“塬面径流调控、沟头加固防护、坡面植被恢复、沟道水沙

集蓄”的办法，构筑起扩大水土保持成果的“四条战线”。

庆阳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金亭说，庆阳市还启动“再造一

个子午岭”工程，大力植树播绿。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从 11.3%

提升到 25.83%。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

再现山林。

当地兴建的各类小型蓄水和护岸工程，不仅减少了水土流失，

也为群众脱贫致富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村，村民借助水库通渠引流，栽种水

稻。“过去水稻亩产 800 斤到 1000 斤，如今能达到 1300 斤左右，颗

粒更饱满。一公斤能卖 6元钱。”63岁的村民高起忠说。

水土治理久久为功

甘肃庆阳绿了山川富了百姓

7月盛夏，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境内，大片的野生藏

雪茶树抽出枝丫，与玛柯河两岸翠绿的松柏，构成一幅错落有致的

绿色油画。独特的藏式碉楼静静屹立在河边，见证着脱贫攻坚以

来雪域藏乡发生的欣喜变化。

“我们从小就有喝藏雪茶的习惯，但从没想过家门口野生的茶

树能挣钱。”班玛县灯塔乡要什道村党支部书记安子尕太一边除

草，一边观察着茶树的长势，“现在班玛藏雪茶的名气越来越大，种

植藏雪茶的人越来越多。”

据了解，藏雪茶是用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的叶子加工而成。

在我国，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海拔 3000米至

3500米的地区。班玛县就处在这一区域。

在政府推动下，藏雪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2015 年，班玛县

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着力发展藏雪茶产业，累计投入扶

贫资金 1800万元，建起了集藏雪茶树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从 2014 年开始尝试人工种植，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经营，从最初的 100 多亩茶树地发展到了现在 1.85 万

亩优质茶园基地。”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井国梅说。

从喝茶到制茶，52 岁的尕梅和其他 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

力，在藏雪茶产业园里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2015年以前，尕梅和丈夫两人生活困苦，居无定所。“早上 8点

出发，带上茶叶、干粮和帐篷，在山上挖一个月贝母，也只能挣

2000多元。高原上能挖贝母的时间很短，但这却是我家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

“现在我不仅会采摘茶叶，还会炒茶和晾晒茶叶。”现在尕梅每

月有 3300元的工资，年底还有近千元的奖金，年收入 4万多元。

如今在班玛县，像尕梅一样通过特色扶贫产业受益的贫

困 群 众 共 有 7766 名 ，直 接 受 益 1230 余 万 元 ，人 均 增 收 1583.8

元。据统计，截至 2019 年，班玛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8020 元，同比增长 11.3％。今年 4 月，班玛县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

据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四年总产值

1718 万元，其中种植藏雪茶产值达 665 万元，生产产值达 1053 万

元。2019 年，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为 503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平均分红 2300元。

龙头公司创新销售方式，让更多贫困群众从中受益。“去年我

们尝试邀请网红直播带货，5分钟就卖掉了 5000份藏雪茶，营收 45

万元。根据分红机制，这笔收入能给班玛县 134 户贫困户每人带

来 1314元的收益。”井国梅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展高原绿色有机藏雪茶产业，把班玛

藏雪茶产业发展成健康产业、富民产业、支柱产业，使之真正成为

‘扶贫之茶’。”班玛县副县长李富年说。

高山下的“扶贫藏雪茶”

新华社记者 梁 军 任延昕

新华社记者 白玛央措 赵家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