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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雨嘉

“近年来，我看到共和县的青海湖裸鲤、黑颈鹤、普氏原羚、

雪豹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可以感受到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

人们的生活环境日益变好，这其中有我们森林警察的坚守与付

出……”说话的人叫郭鸣，现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公安局

森林警察大队的一名三级警长。

五年前，郭鸣在青海湖畔的共和县渔政管理站工作。初来乍

到，他以为每天可以欣赏青海湖边金灿灿的油菜花与蔚蓝色的湖

水，工作会很惬意。但现实改变了他的想法，“夏天还好说，冬天

我们沿湖巡查常在寒风和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中，迎着冰冻三尺的

严寒与凛冽，走在结了冰的青海湖湖面上，防止有人凿冰盗捕湟

鱼。”郭鸣回忆说。

青海湖裸鲤即湟鱼，是青海省重点水生野生鱼类，也是青海湖

特有的珍稀物种。湟鱼处于食物链的核心地位，数量衰减会直接

危及鸟类的迁徙、繁衍和生长发育，影响到湖区候鸟的数量和组成

结构，从而直接破坏青海湖“水—鱼—鸟—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

冬季白天里，郭鸣和同事们要联合共和县石乃亥镇、倒淌河

镇、江西沟镇、黑马河镇这环湖四镇的镇政府、派出所以及民间护

鱼组织对湖面进行巡查，循着冰车、摩托车留下的车辙痕迹，便可

找到湖面上被凿出来的碎冰块。“这说明附近就有‘冰眼’，偷鱼者

在这里下了网，我们要把网清除掉。”每当从冰窟窿拉出渔网，看

到一条条被挂住的湟鱼垂死挣扎，他们的心就如同被针扎般疼，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一条条湟鱼从网上摘下来放生。为了抓捕盗

鱼者，他们经常在气温零下三十多度的夜里通宵蹲点、站岗放哨。

多年的渔政执法活动，加上在环湖地区的村社及餐馆张贴标

语、悬挂横幅、散发材料等多种形式的宣传，以及增殖放流行动，

涉鱼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打击，湟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保护湟鱼

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除了救助湟鱼，去年我们还救助了一只雪豹。”接到石乃亥

镇向公村牧民们的报警后，郭鸣和同事们在村里发现一只疑似雪

豹的动物，便联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人员赶往现

场。确认其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年龄在 1 至 2 岁，体重

25kg 左右，体格比较虚弱。经过综合研判，他们将这只雪豹移交

中心进行安置，待其恢复自主捕食能力再放归自然。

细数下来，2021 年郭鸣和同事们救助的各类动物达 19 只，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黑颈鹤各 1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

原雕、马鹿、狼各 2 只，猫头鹰、蓑羽鹤、灰鹤等各 1 只，还有野狐、

海鸥、狗獾、野鸡等。

2022 年 4 月 8 日，倒淌河镇元者村村民发现一只被流浪狗咬

伤的普氏原羚。“接警后，我们赶去救助了那只普氏原羚幼崽，它

的腿部及颈部有明显咬痕，且双眼充血，精神状态欠佳，随即把它

带到青海湖南岸保护站救治，然后送它到条件较好的西宁野生动

物园进一步施救处理……”每当谈到救治野生动物，郭鸣的语气

特别轻快，眼睛里都闪着光。

从业多年，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保护、救助野生动物相

关。“在我和同事们的眼中，当地野生的动物都是‘高原精灵’，需

要我们好好地守护！”

我们这样守护
“高原精灵”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通讯员 张海麟

一条防火线，走完全程需要 37740步，8个小时。

这条线，独臂站长桑杰加走了 13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西南部的洛哇林场，总经营面积约

2.1 万公顷，其中有近 1.8 万公顷的林业用地。夏季从高处俯瞰，

它犹如一块镶嵌于山间的巨大玉石，自西北向东南绵延。自 1979
年林场正式成立以来，洛哇林场已经下设了 13 个管护站和 1 个护

林队，独臂站长桑杰加辖下的那卡管护站是其中之一。

“站上配有 4 名天保工程护林员，另有 36 名精准脱贫草管员

共同护育着那卡林区。”桑杰加说，那卡管护站界于尖扎县措周

乡、贾加乡交接的山包上。每次巡山前，他都站在勘察点的平台

上瞭望各处。有同事在侧的时候，桑杰加独臂的身姿更显独特。

而对于致残的原因，他每次都会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是我年少

时，右臂不小心卷入脱粒机造成的。”

那次事故对桑杰加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却并没阻挡这位坚毅的

年轻人寻找生活目标和意义的步伐。13年前，机缘促成桑杰加当了

一名护林员，“我走进这片山林，看到生机勃勃的动植物，感觉特别美

好，也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四季轮转，桑杰加越发热爱这个职业，2010
年5月，他被聘为那卡管护站站长，负责巡护130多公顷的区域。

“当你身处林中，就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保护的心情油然而

生，多辛苦都觉得值！”护林巡山的日子里，桑杰加和同伴们常常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几包榨菜、方便面、带着泥土味道的干馍是

家常饭。吃饭间隙，大家盘腿坐在草滩上，翻看着手机里拍摄的

照片，画面中三五成群的野生狍鹿时而在林间嬉戏、时而奔跑跳

跃，在他们日夜守望的山林里尽情撒欢。这些生态环境良好的写

照，对他们来说既是工作成果也是一种幸福。

还有一种幸福来自于人，每年藏历新年煨桑的日子，是桑杰

加和同事们最忙碌的时候。“每次到这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人们都在仪式结束后把火星全熄灭，还有不要刮大风。”2017 年，

林区的村民煨桑引发了小规模火情，桑杰加立即带领 16 名队员

赶赴燃火点救火，工具被烧着了，他们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扑打，经

过 3 个多小时的合力奋战，林区的明火被扑灭了。为防范复燃，

他和队员在寒风刺骨的山脚下，一直值守到天明。

从那之后，管护员们不仅加强了防火力度，还通过持续对林

区群众宣传防火知识，教授防火救援小技能，提高大家预防火灾

的意识和能力。“今年的春节期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下一场雪，

对森林防火非常不利，附近的乡亲们也都特别关注林子的情况，

配合我们的工作，让我很感动。”桑杰加欣慰地说。

随着尖扎县人工造林的持续推进，一方面，全县的荒山荒坡

渐次被化为绿洲，林区面积越来越大，一方面，群众自觉保护生态

的意识也在日常的宣传教育中得到提升，生态环境向好的变化，

让桑杰加为自己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而幸福不已。

独臂站长
桑杰加的幸福

本报记者 赵 睿 罗 珺

湟水清清穿城过，沿岸洁净风光美，

天朗气清人精神，优美生态秀河湟。

海东市生态环境系统牢记保护生态

环境“国之大者”重大要求，聚焦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圆满完成省、市各项目标

任务，以生态保护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推动海东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设“智慧环保”
守护青山绿水蓝天

全市的空气、水质、土壤等环境要素

的质量状况如何？一套监管系统就能实

时给出结果，供决策部门和工作人员了解

掌握。

海东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张

宏霞坐在“智慧环保”平台前，通过鼠标点

击“海东市环境智能监控系统”上的废水

监控系统、空气监控系统、水环境质量监

测系统、生态环境监控视频等 11 个模块，

就能立即知晓对应的实时信息。系统整

合接入了各环境业务数据，涉及水土、气、

声等环境要素以及机动车、视频监控等环

保数据，“监管和治理单位及工作人员根

据权限，就能用 APP 实时查看到信息数

据，如遇到超标情况，系统就会报警，便于

大家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2021 年底，“智慧环保”项目正式实

施，张宏霞说，“智慧环保”平台同时整合了

企业基础信息及废水废气在线监测数据，

设立了“一企一档”机制，对重点排污企业、

建筑扬尘、汽车尾气监测、环境空气质量、

水环境质量、矿山生态恢复、饮用水源地等

进行监控，环境监管能力显著提升。

海东市综合检测中心正式启用，扬尘

监管及智慧环保监控系统投入运行，全市

持证的 246 家排污单位均已和国家平台

联网，全年自行监测完成率达到 90.06%。

当前，循化县清洁取暖改造补贴项目、海

东市大气污染防治精准管控项目、非道路

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及监督监管项目等 4
个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

海东市环境监测实验室及业务室共

3550 平方米，建成规范的监测仪器室、洁

净生物室、称量室、气水土样品前期制备

室等工作空间，配置了常规仪器设备 200
多台套，大型精密性设备 10 台套，实验室

装修做到了分析过程人机分离，为集水、

气、土、生物、声等 160 多个监测项目的省

级一流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以“天地一

体化”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全天

候守护好青山绿水。

强化科学治污
提高环境治理效能

2022 年 3 月上旬，海东市 507 个湟水

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已完成规范立牌 251
个，完成整治 99 个，黄河累计排查排污口

130 个。全市湟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分类

整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走进乐都区污水处理厂的中控室，技

术人员正坐在电脑前实时监测污水处理

的各个环节。经处理过滤后的污泥，会运

送到海东污泥处置中心，做成有机肥料，

部 分 处 理 水 回 用 至 厂 区 用 于 绿 化 和 生

产。该项目是青海省第一个 PPP 项目，设

计日处理水量 4 万吨，于 2017 年 5 月投运

第一组 2 万吨处理系统，2020 年 9 月投运

第二组 2 万吨处理系统。尾水人工湿地

处理与生态建设项目，让尾水经过人工湿

地潜流区、表流区的处理后，可有效削减

尾水中各种污染物，提高出水水质。

随着海东市“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黄河流域清水河支

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二期）、海东市

环境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平台建设等重点

项目的建设，生活饮用水源地、人居饮水

安全保护将更加完善，海东市环境空气质

量预警功能进一步提升。

为提高治污水平，海东市组织开展了

污染源自动监控运维企业年度检查考核

备案、湟水河枯水期专项执法、全市城镇

污水垃圾专项检查、医疗机构专项检查、

排污许可证专项检查等各类检查活动。

2022 年 第 一 季 度 ，受 理 环 境 信 访 案 件 8
件，目前已办结 6 件，2 件正在办理中，办

结率 75%。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

输有效率 99.82%，全市未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此外，加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

司法衔接，健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执法普法工作机制，制定了 2022 年监

督执法正面清单。至今年 3 月，23 家企业

完成自评，县（区）生态环境局完成县（区）

级初评工作。

严治“问题图斑”
重现河湟谷地美丽

祁连山南麓海东片区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涉及海东市 1 个区、2 个县和 21
个乡镇。在“十三五”期间，海东市紧扣三

年行动方案目标及问题图斑整治任务，开

展矿山企业生态恢复治理和“问题图斑”

整改取得成效。

“我们对祁连山南麓 38 家矿山环评

手续履行、矿区规范开采、扬尘措施落实

和生态恢复治理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对

10 家停产整治矿山、17 家关停退出矿山、

9 家废弃矿山、2 家交通水利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设置的临时砂场的整治现状进行

科学分析和综合研判。”海东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祝凤甲说，硅铁碳化硅企业污染

问题突出、湟水河部分断面水质改善不

明显、耀华玻璃污染物超标排放、官亭中

川副中心污水处理厂未投运和重点地区

大气污染凸显 5 项最难啃的硬骨头，最终

被攻克。

全市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恢复”要

求，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去年

的检查中，我们对乐都区、民和县、互助县

停产整治矿山企业，还有检查发现的裸露

面未遮盖、湿法作业未落实、截排水沟建

设不规范和道路抑尘措施不到位等环境

问题，向矿山企业下达督办通知 12 起，立

案查处 3 起。”执法大队队长杨顺清说。

目前，问题图斑已全部按照整改方案要

求，完成采坑回填覆土、采区刷坡植绿、渣

堆 清 理 平 整 等 整 改 工 作 ，整 改 完 成 率

100%，验收通过率 100%。并且通过“查阅

整改资料+现场核实整改措施落实”的方

式，对已完成整改的矿山企业和问题图斑

开展“回头看”，以巩固成果。海东市生态

环境、发改委、林草、自然资源、水务、住

建、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于 2021 年底完

成全部问题整改并顺利通过省级销号，其

间受理的 823件信访案件全部完成办结。

2022 年，海东市“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大生态环保格局逐步形成，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科技手段、体制机制、社会

参与等作用进一步提高，高质量的保护成

效，进一步擦亮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

营造河湟谷地美丽的风景线

春末夏初，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派生
机勃勃，这片总面积约1万公顷的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是黑颈鹤等水
禽的栖息地。近年来，保护区鸟类种群数量由原先的14目28科61种，
增加到目前的16目39科132种，其中黑颈鹤数量自1984年建区以来，
平均每年增加170—180只；斑头雁从原来的几百只达到1万余只，黑
鹳、赤麻鸭、豆雁等鸟的数量也明显增加。

本报记者 潘昊 肉旦尖措 通讯员 隆宝区 摄

夕阳下的隆宝湿地。

两只叶黄鸭在自由觅食。

鹤群嬉闹，“吵醒”了沉静的湿地。

来，舒展一下筋骨。

藏狐如雪地里的小精灵。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湾美景。 通讯员 颜金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