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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奔跑的土鸡、肉质鲜嫩的野兔，
营养超高的藜麦……这阵子，湟源县东峡
乡兰占巴村的“村级特产”时常卖断货，不
少买家甚至着急着预订下半年的货，生怕
排不上队。而在两年前，这样的盛况是兰
占巴村村民，尤其是贫困户们不敢想象
的。

六千只土鸡没够卖

“听扶贫的干部们说，现在越‘土’的
东西卖得越好，刚开始我们还觉着城里人
肯定看不上脑山窝窝里的东西，没想到现
在销量这么高，村子里很多跟我一样的贫
困户这两年的收入翻了一番，大家都想着
年底的时候一起摘‘帽’子俩。”5 月 4 日，
曾是兰占巴村出了名的贫困户张延发说。

半脑山、耕地少、贫困户占 20%、村里
有劳动能力的基本外出打工，这样的情形
对于兰占巴村来说，脱贫并非易事。好在
作为西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联点帮扶
村，2015 年西宁市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
来，机关局党组和局扶贫工作队按照扶贫
政策，不断强化帮扶意识、健全工作机制、
拓宽帮扶思路、落实帮扶项目，竭尽全力
狠抓精准扶贫工作。

“ 以 前 谁 想 过 一 只 鸡 能 卖 一 百 多
（元），还供不应求。之前的六千多只没够
卖，现在存栏的也就五百多只，这两天已

经想办法添鸡苗了。”参与土鸡养殖后，张
延发无论从精神面貌还是思路的转变，让
村里很多人都看到了扶贫的力量。

“养鸡村里谁都会，但规模大、能达到
订单需求的鸡可不好养。不过我们有专
业的技术指导老师，手把手教。”张延发
说。

这些都得益于西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多方筹资，争取国家扶贫资金 205万元，在
兰占巴村分别成立了金融合作社、湟源拉
山土鸡养殖合作社、军盛藏野兔养殖合作
社、牛羊养殖合作社、荣发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每个关键环节，贫困户和村民们
都能获得种养殖专家的悉心指导。不愁
技术、不愁销路，让村民们心里格外踏实。

“土”得不够 藜麦来凑

“两年转瞬即逝，我们最欣慰的是村
民们观念的转变。”机关局干部、兰占巴村
第一书记蔡登科说起村里的变化，连连感
叹。

起初，扶贫工作队到村上开展扶贫工
作时，贫困户们总觉得这样的扶贫是在走
过场，办点事拍拍照就走人了。没成想，
机关局不仅来了个第一书记，还申请了很
多资金给村里办了很多实事，带着贫困户
和村民们一步一步从泥泞迈向坦途。“刚
开始都是我们挨家挨户去动员，现在是大

家争相主动参与，很多外出打工的男青年
都回来打算创业了。”蔡登科说。

这个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中，就
不得不说机关局扶贫工作队引导贫困户
们种植的一种新作物——藜麦。在去年
试种之前，村民都不知道藜麦是什么，跟

“土”能沾多少边。而这也是西宁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扶贫工作队的创新举措。

“以前村里就是种点土豆、大豆等常
见作物。我们调查发现藜麦的市场价不
错，就先试种了一些，没想到还可以。所
以今年就扩大种植面积，在村里拓出 150
亩地专门种植藜麦。”蔡登科说，虽然去年
只是试种，品质不算优良，收购价都达到
了每斤五元，一亩地下来农户有一千多元
的纯收入。今年全村共有 36 户村民加入
了合作社，共 145 人受益，可增收 22.5 万
元。目前，村里已经形成了“专业合作社+
农户+订单销售”的联营联销合作模式。

有“土”也有“洋” 创新来帮忙

虽说兰占巴村一路靠“土”打
了翻身仗，但创新无止境，常被贫
困户和村民们提起的微信扶贫就
是一桩“洋”事：去年扶贫日的当
天，西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马海州就通过微信发
出倡议，为兰占巴村贫困户筹集

善款 8500元。
不仅如此，在扶贫中，西宁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扶贫工作队走村入户深入调查
研究，按照规定的程序确定了 32 户贫困
户，针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制订了详细
帮扶计划，动员干部职工和社会力量参与
扶贫，在西宁市率先开展结对认亲活动，
通过“走亲戚、交朋友”的方式，为贫困户
办实事解难题。

争取资金 48 万元，为村里修建 2 座通
行桥；给村活动广场争取安装了 3 套价值
10万元的健身器材；动员 91名陕西籍在青
爱心人士开展冬季送温暖活动，共捐助 4
万余元过冬物资，义诊 159 人次；为 3 名高
考学子申请 18万元助学金……

一桩桩扶贫实事，让兰占巴村的村民
看到了从微距到广角的变化，更让贫困户
们看到了“摘帽”的希望。“明年的情形肯
定更好，盖新房、买轿车，小康的生活我们
一定能享受上。”站在制高点，张延发望着
成排的鸡舍满心向往。

“土掉渣”的农味卖断货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5 月 5 日，记
者从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了解到，根
据 2017 年 4 月 28 日卫星遥感监测显示，
青海湖面积为 4425.38平方公里，与去年
同期相比，扩大 49平方公里。与近 10年
(2007 年 至 2016 年) 同 期 相 比 ，扩 大 了
108.18 平方公里，青海湖面积创下近 17
年来同期最大值。

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刘宝康介绍，近年来，青海湖面积每年都
在增加，主要跟流域降水增加有关。根
据气象监测站数据显示，今年，青海湖流
域上游天峻、刚察两个气象站 3 月、4 月
降水量分别较近 10 年（2007 年至 2016
年）同期平均偏多 1.2倍和 5成。

“流域内降水增加了，入湖水量自然
也会随之增加。”刘宝康说，作为青海湖
主要水源之一的布哈河流域，在 2016 年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降水明显增多，9月
下旬，青海湖面积已达到 2001 年来的最
大值，因此今年 4 月下旬青海湖面积与
近 10年同期相比，平均明显偏大。

原本低温干燥的青藏高原，为何现
在变成“多雨型”？对此，刘宝康解释，
青海湖流域降水量增加，主要受全球
气候变暖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使青藏
高原气候暖湿化趋势明显，来自印度
洋的季风增强，导致青海湖周边降水
增加。

根据省气候中心预测，5月环湖地区
较历年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因此，预计
5 月青海湖面积仍将维持较大的趋势。
专家建议，青海湖作为阻止西部荒漠向
东蔓延的天然屏障，生态地位显著。青
海湖面积扩大后，青海湖周边应加强旅
游设施的安全检查。

青海湖面积连续增长
创17年来最大值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5月 4日，花石
峡至久治高速公路久治 3 号隧道右线顺
利贯通。这是今年复工以来，继久治 2号
隧道右线贯通后实现的又一重要节点目
标，为花久公路按期建成通车赢得了宝贵
时间。

久治 3 号隧道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
久治县境内，平均海拔达 4000米，右线全
长 4715米，隧道围岩风化程度高，自稳能
力差，是花久公路控制性工程之一。该隧
道建设为高原高海拔隧道施工积累了丰
富经验。

花久公路全线位于我省果洛州境内，

与德香高速、香花高速共同构成连接新
疆、青海、四川三大省区大通道，是连接果
洛州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最便捷通道，也
是第一条由西宁市通往果洛州府的高速
公路。公路自西北向东南贯通果洛州玛
多、玛沁、甘德及久治四县至川青省界，沿
线经过果洛州花石峡镇、下大武乡、雪山
乡、东倾沟乡、大武乡、大武镇、江千乡、
下藏科乡、门堂乡、智青松多镇等乡镇，路
线终点至川青省界。该公路建成后将大
幅缩短果洛通往海西、玉树、成都等地的
距离，也将极大推动果洛州的经济社会发
展。全线预计今年 7月通车运营。

花久公路久治3号隧道右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杨健)5 月 5 日，由青海
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西宁
市林业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17 年青
海省“爱鸟周”活动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启
动。

“爱鸟周”是为保护鸟类、维护自然生
态平衡所开展的一项活动，始自 1981年，
最初为保护迁徙于中日两国间的候鸟而
设立。1992 年国务院批准的《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条例》，将“爱鸟周”以法规形式
确定。目前“爱鸟周”已成为青海省野生
动物保护宣传的品牌活动，是弘扬环保意
识、传播生态文明的重要平台，2017 年青
海“爱鸟周”活动主题为“依法保护候鸟，
守护绿色家园”。

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局调研
员董得红介绍，我省生态地位特殊，生态
环境类型多样，境内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
物资源，目前全省共有鸟类 380 种，隶属
于 44个科 130属，占中国鸟类品种的四分
之一。而青海省又位于亚洲候鸟迁徙的
中、西两条主要通道上，是中国重
要的鸟类栖息与繁殖地之一，特
别是居中国面积第一的江河湖泊
湿地为鸟类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环境，为候鸟的迁徙提
供了停留地和补给站，成为候鸟
的乐园。

近年来，随着全省林业生态

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有了明显
改善，全省各类野生鸟类的种群呈逐年增
多的良好态势。今年 3月 22日至 28日期
间，青海湖就出现了 3.8 万只水鸟相聚的
场面，数量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1.3万只；此
外还出现了 2100 余只大天鹅来青海湖越
冬和 2万只赤麻鸭云集青海湖的场景，种
群数量创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省不断加大保
护投入，加强保护区范围内的鸟类资源保
护和栖息地营造，为珍禽黑颈鹤等鸟类的
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繁衍场所，在
玉树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黑颈鹤种群从濒危时 22只增加到
二百多只，而在数年前，当首次出现黑颈
鹤时只有 7 只。在今年 4 月份，玉树嘉塘
草原出现了 316 只黑颈鹤迁居而来的奇
观。

在“爱鸟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放飞
适宜放飞的查没鸟类、开展观鸟活动及野
生动物保护、爱鸟护鸟宣传等系列活动。

2017年青海省“爱鸟周”活动启动

我省有380种鸟类 占全国种类的四分之一

5 月 4 日，西宁市尕寺巷附近一处居民楼已完成棚户区改造。据悉，截至 3 月
底，全省城镇棚户区改造已开复工3879套，开工率6.89%；棚户区改造住房和公共租
赁住房基本建成 752 套，入住 300 套，完成投资 10.25 亿元，各项工作开局良好。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