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保护树种多样性可以抗干旱？混交林比单一林抗旱能力更强？

的确如此！利用全球 70多万个森林样方的树种多样性监测数据，结合

森林对干旱抵抗力的遥感观测分析结果，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保护树种多

样性，可显著提升森林应对干旱的抵抗力。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地球科学》。

“同时，我们还绘制了首幅全球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影响的空间

分布图，为旱区造林绿化、稳定森林碳汇功能提供了科学依据。”10月 21日，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研究

员汪涛强调。

经典生态学理论预测，物种多样性越高，生态位互补效应越大，生态系

统抵御外界环境胁迫的能力越强。然而，“对于树种多样性高的森林能否

有效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冲击这一问题，过往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少数生态系统方面，缺乏对全球森林的整体认知。”汪涛介绍。

为此，研究团队解析了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

现，树种多样性高的森林一般具有较强的抵御干旱能力。

对此，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助理研究员刘丹解释说：

“面对干旱等环境的胁迫，树种多样性高的森林更有可能包含更多抗旱物

种，这些物种可以对干旱敏感的树种进行补充，所以树种多样性越高则整

个系统会越稳定。生态学家将多样性的这一稳定化机制称为‘保险效应’

或‘投资组合效应’。”

另一方面，树种之间存在互惠作用。“比如，不同树种根的深度不一

样。在干旱的时候，深根树可以将深层土壤的水分吸收至表层土壤，为浅

根树提供水分，从而提高其对干旱的抵抗力。这种物种间的互惠作用对森

林抵御干旱非常重要。”刘丹举例道。

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随着水分胁迫程度的增加，树种间竞争减弱

或者互惠增强，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的促进效应也显著增强。

经典的生态学理论“胁迫梯度假说”认为，物种间互惠作用的强度和重

要性随着环境胁迫程度的加剧而增加，竞争作用的强度和重要性随环境胁

迫程度的加剧而降低。

“我们的发现印证了这一假说，即随着水分胁迫程度的增加，树种多样

性对森林抵抗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刘丹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干旱时树种之

间不再竞争了，而是在干旱胁迫下树种之间的关系由互惠作用所主导。

此外，研究团队绘制的全球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影响的空间分布

图表明，在全球近一半森林区域增加树种多样性可显著提升森林对干旱的

抵抗力。“在当前树种单一的人工纯林开展多树种混交造林，将显著提升森

林抵抗力，以旱区提升空间最大。”汪涛说。在碳中和背景下，旱区有可能

成为造林绿化的“主战场”，政府决策部门可考虑将恢复与种植丰富多样的

树种纳入旱区造林绿化政策，以缓解未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对森林碳汇稳

定性的影响。

树种多样性

可提升森林抵御干旱能力

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颉满斌

◎本报记者 张 蕴

◎新华社记者 杨 驰

关闭位于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缓冲区、核心区

的鸟岛、沙岛景区，全面停止鸟岛、沙岛内的旅游

经营活动，依法拆除违章建筑……

啃下“硬骨头”、解决“老大难”，生态环保督

察正有效推动解决着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问

题。目前，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的

4 项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第二轮涉及的 8 项问

题已完成 6项整改。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正成为

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靓丽名片。

督察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开展以来，针对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

及青海湖的 12 项重点问题，青海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部署，责成景区管理部门迅即行动、

落实整改，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部门联合开展执

法行动，整治青海湖周边违规旅游开发活动。”10

月 21 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悉，几年来，通过督察推动，青海湖流域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青海省对青海湖的监管能

力不断提升，监测体系建设不断健全。青海省统

筹青海湖岸上岸下、水面陆地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取得重要

进展。

如今，围绕青海湖生态环境治理，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工程

污水处理规模由 2000 吨/日增扩至 4000 吨/日，

出水水质由一级 B提升至一级 A 标准；沙柳河镇

新建污水管网 20.3公里，全面完善了污水管网建

设。青海省还新建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

西沟、石乃亥、湖东种羊场 3座污水处理厂，配套

改造管网 8.17 公里，总处理规模 2300 吨/日；新

建石乃亥、黑马河、江西沟、湖东种羊场 4座垃圾

填埋场，总处理量 42 吨/日。同时，实施了青海

湖二郎剑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项目，设计处理能

力 3000吨/日，已投入试运行。

生态治理系统性不断加强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青

海湖流域化肥农药减量行动取得实质进展。相

关部门对青海湖周边旅游、种植、养殖等情况进

行了调查研究，系统分析了周边环境对青海湖水

质的影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指导景区管理部

门以保护青海湖水质安全为目标，编制了《青海

湖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1—2035）》。青

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青海湖周边农药化

肥施用情况专项调查研究，在环湖流域共和县、

海晏县安排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试点任务 9.9

万亩，实现区域化肥、化学农药施用量分别减少

40%和 30%的目标。

与此同时，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

统性不断增强。青海省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持

续推进青海湖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支持实施了一批青海湖湿地保护与

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护工程，启动

环湖生态缓冲带划定与生态管控方案研究，青

海湖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编制完成青海

湖防沙治沙工程、普氏原羚栖息地保护工程等

项目可研报告，生态环境要素治理不断完善；

联合开展“绿盾”、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持

续推进青海湖生态环境大排查大整治大巡护

行动；实施青海湖流域垃圾清理整治行动，进

一步巩固提升督察整改成果。

据了解，青海湖景区管理部门联合专业机构

开展了青海湖生态保护及国家公园建设重大课

题调研，编制了《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青

海湖生态保护规划》，通过国家公园创建，协同推

进青海湖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目前，青海湖国

家公园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

一湖碧水见证青海环境治理成效

“以前我养鱼都是拿去卖，现在养鱼都是给江里增殖放流。”家住广西

桂平市南木镇的原钊宁，一边给鱼池里的鱼投喂饲料一边说。原钊宁家里

世代以打鱼养鱼为生，如今的身份却是大藤峡鱼类增殖站的饲养员。

这都源于在原钊宁的家乡修建的一项重大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

枢纽工程。工程所在江段是珠江流域重要的洄游鱼类产卵场，也是花鳗

鲡、唐鱼、鲥鱼等水生珍稀、濒危鱼类赖以生存的地方。为保护好这一江中

洄游鱼类的重要通道，减少工程建设对鱼类洄游与产卵的影响，工程设计

之初就为鱼儿们规划好了“回家之路”。

“我们在工程设计时，就规划了主坝、副坝过鱼通道。”广西大藤峡水利

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南木江副坝仿自然生态鱼道已

经建成，黔江主坝鱼道基础部分施工基本完成，工程全面完工后，两条鱼道

即可满足珍稀鱼类洄游繁殖的过坝需求。

作为珠江流域最大的水生态保护工程体系，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水生

态保护“一中心、双鱼道、双增殖站、五人造生境”项目已基本建成。针对红

水河流域开发后的河流生境改变情况，大藤峡公司建立红水河珍稀鱼类保

育中心加强流域鱼类繁殖、育种、保护等工作，并建设大藤峡鱼类增殖放流

站和红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加大对流域珍稀鱼类种群的保护力度。

来自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的俞伏虎，带领着自己的科

研团队长期在大藤峡鱼类增殖放流站从事珠江流域特色鱼种和野生、濒

危、珍稀鱼类的繁育保护及救治工作。“我们已成功人工繁育出 9 种珠江流

域特有鱼种。”俞伏虎说，2020年以来，大藤峡每年都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已

累计向珠江流域投放鱼苗超 600万尾。

站在大藤峡南木江副坝上极目远眺，一条用鹅卵石铺设的仿自然生态

鱼道蜿蜒绵延数公里，周围是超千亩的南木江生态园。沿生态鱼道边布置

的生态池塘已成为白鹭等鸟类的栖息地，与鱼道里畅游的鱼儿构成了怡人

的生态美景。

捧着新鱼食的原钊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喂，每天给鱼喂食是他最开

心的事之一。“看着这些鱼儿慢慢长大，还能回到江里畅游，没有比这更舒

心的事了。”原钊宁说。

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

帮鱼儿划好“回家路”

“通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批突出的

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祁连山由

曾经的‘千疮百孔’到现在的‘满山苍绿’，由乱到

治，大见成效。”在日前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如是说。

祁连山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甘肃河

西走廊的“生命线”，是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最为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之一。加强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是国家生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

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紧迫任务。

近年来，经过省市县三级和有关部门的艰苦

努力，祁连山生态保护“大见成效”。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生态最为脆弱

的市州之一，甘肃省武威市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大祁连山保护整改力度，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力度，

努力壮大林业产业，全面提升生态发展水平。

秋日，走进武威市天祝县千马龙煤矿矿区，

狭长的沟谷中，新种的云杉树郁郁葱葱。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8 月，武威市天祝县对

千马龙煤矿上部矿区进行拆除，完成恢复治理面

积约 10.82公顷。千马龙煤矿矿区采取“边拆除、

边清运、边覆土”措施，拆除了风机、轨道、风机

房、监控室、看护房等地面设施、设备，进行了井

口封密。截至 2018 年 5 月 24 日，千马龙煤矿地

面设施、设备全部拆除并完成覆土复绿工作，恢

复治理面积 462亩。

千马龙煤矿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大片云杉

林，从山沟头一直延伸至山沟后。武威市生态环

境局负责人表示：“自然保护区是生态保护的‘高

压线’，谁都不能动，谁都不能碰。”

现在，走进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祝县

境内，无论是石门沟、阿沿沟等山沟，还是扎马

河、半阳河一带的矿渣区，或是炭山岭镇千马龙、

大滩煤矿等地，曾经满目疮痍的“伤疤”，都已不

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坡坡生机勃勃的山草、

一片片孕育希望的林地。

加强森林资源培育，祁连山旧貌换新颜

初秋时节，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腹地寒意渐

浓。腹地深处，无人机螺旋桨掀起的气浪同清晨

山雾一同升腾，这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隆畅河自然保护站工作人员杜永林进行的第

四次日常野外巡护。

杜永林放飞无人机、打开终端屏，方圆数

里内的森林草原尽收眼底；配合卫星遥感和地

面生态定位监测数据，只需要 1 小时，他便将所

负责的近 30 平方公里辖区内的环境状况了然

于胸。

横亘甘肃、青海两省的祁连山，东西绵延

800 余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至 6000 米，境内冰

川遍布、草深林密、动植物种类繁多。5.02 万平

方公里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有 76%

的面积在甘肃省张掖市境内。

张掖市充分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

监测等信息技术，建成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着力构建高效能、信息化、多方位、全覆盖

的长效监管体系，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

查、网上管”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管格局。在张

掖市，生态环境问题半小时预警、两小时处置、两

天内核查、全程跟踪督办。

“近期，我们常常能看到祁连山‘萌物’刷屏

网络，雪豹、兰马鸡、白唇鹿、赤狐等过去罕见的

山野精灵们纷纷揭下神秘面纱，走进了人们的视

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道，这一可喜现象背后，体现出祁连山

生态环境的日益好转，而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功不可没。

“我们还可通过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综合评估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并根

据变化情况适时做出预警，有效监管祁连山和黑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退化、雪线上升、草原退

化、湖泊变化、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为张

掖市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和数据支持，为全面

提升张掖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供了科技支

撑。”张掖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平台负责人

韩多钢说。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让生

态环境监管逐步从“人防”到“技防”，实现了科学

化、精准化和信息化。

天地一体化监测，全方位守护生态环境

用科技为祁连山撑起生态用科技为祁连山撑起生态““保护伞保护伞””

祁连山是黄河流域

重要水源产流地、甘肃河

西走廊的“生命线”，是西

北地区乃至全国最为重

要 的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之

一。加强祁连山生态环

境保护，是国家生态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

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

要和紧迫任务。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美景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美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范培珅摄摄

雨后的青海湖雨后的青海湖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严赋憬摄摄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南木江副坝仿生态过鱼通道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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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征程越是壮阔，目标越是远大，任务越是艰

巨，越需要领导核心的掌舵定向、科学理论的指

引领航。“两个确立”不仅是创造新时代伟大成

就的制胜密码，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

华民族走向更加辉煌未来的根本保证。

新征程上，“两个确立”为我们提供了强大

政治引领和科学理论指引。核心的引领，是最

有力的引领；思想的主动，是最彻底的主动。坚

决捍卫“两个确立”，忠实践行“两个维护”，不断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就能沿着正确方向开拓前进，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就能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

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新征程上，“两个确立”是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的最大底气。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

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的重大考验。舟行万里，操之在舵。前进道路

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忠实践行“两个维

护”，我们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就有了坚强政治

保证和强大思想武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能

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两个确立”既

是全党意志和民心所向，也是我们应对一切不

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新征程上，“两个确立”是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的根本遵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

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

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

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

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才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使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站在金秋的阳光下，党的二十大代表、“燃

灯校长”张桂梅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新梦想：“原

来我们是让孩子们能读得到书、人人有书读，这

次我看到了更高远的目标：让孩子们读好书！”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华大地上澎湃

着奋斗圆梦的热潮。

基层党员干部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

路”，产业工人感到“舞台更大了，干劲更足了”，

科技工作者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广大青年立志“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长

期观察中国的法国专家布鲁诺·吉格感言：“我

看到中国人忙碌又从容不迫。中国人的从容，

来自他们对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自信。”

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的前

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

更加坚定，新时代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六）

党的二十大开幕前夕，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飞向苍穹，成功将遥感三十六号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44次发射。

心有翼，自飞云宇天际；梦无垠，当征星辰

大海。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我们站在了

民族复兴征程的新起点。

逐梦百年路，奋斗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铿锵宣示充满信心和力量——“党用伟大奋

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伟业。”

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同心同德，

埋头苦干、奋勇前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

斗，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

优异答卷。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