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有关部门从陕西杨陵引进韩国小甜瓜种
子， 分别在希望村和卧龙岗生态园采取温室大棚和
露天方式试种并取得成功。这一品种气味香浓、食味
香脆，播种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目前，韩国小甜瓜
长势喜人， 每株挂果 4 至 5 个， 每个小甜瓜约 2.5
斤；部分小甜瓜已逐步上市。 韩国小甜瓜试种成功，
对丰富果蔬市场和促进广大果农增收致富意义重
大，对种植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记者 李茹）

韩国小甜瓜
在贵德试种成功

8月 20 日，兴海县赛什塘铜矿一废弃采矿区发
生地面塌陷，通过实地查勘，该塌陷区位于赛什塘
村三社境内。 这一区域在 2010 年 6 月发生地面塌
陷后，当地政府及采矿权人采取措施，对采矿区地
面塌陷范围内居住的牧民群众搬迁转移， 并划定
红线区域，严禁人、畜进入。 此次发生塌陷区在铜
矿开采设计允许的塌陷范围内， 未造成人员伤亡
及财产损失。 目前已由采矿权人对塌陷区域周边
50 米范围再次采用网围栏做了防护， 并在塌陷区
四周设立了藏汉双语警示牌，以确保安全。

（通讯员 李敏霞）

兴海赛什塘铜矿采矿区
地面塌陷

共和县龙羊峡镇党委、 政府围绕农村经济，
以扩大“一村一品”的影响力，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业为目标，结合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着力打造旅游乡村建设。 为切实提高龙羊峡镇农
牧民群众收入水平， 龙羊峡镇积极争取项目及各
类资金， 将龙羊新村、 黄河村等村作为旅游乡村
建设， 以宣传地域文化和人文传统， 打造自然和
人文资源为支撑的特色乡村， 带动了村域经济发
展，促进了农牧民增收。 （记者 李茹）

龙羊峡镇
打造旅游乡村

☆微信☆

本 报 讯 （通讯员 祁 明 德 东 周 记 者 李
慧） 海南藏族自治州供电公司与兴海县曲什
安镇团结村村民由于水电项目建设施工占用
耕地纠纷， 曲什安司法所与镇党委组成矛盾
纠纷调节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 通过协调与
配合， 得到圆满解决。

海南州供电公司由于水电项目建设施工需
要占用王某等 8户村民的部分耕地， 但没有达
成相关协议， 工程无法实施。 曲什安司法所与
镇党委组成矛盾纠纷调节工作组现场调解。 调
解人员向村民详细阐述了南部三乡水电项目建
设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要求电力公司在施工
建设过程中， 最大限度降低农民群众的损失，
合理赔付占用耕地补偿款。 通过耐心细致的工
作， 诚恳的态度、 真诚的话语赢得了群众的理
解， 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支付耕地占用补偿款和
林地占用补偿款 90500元后， 矛盾纠纷得到圆
满解决。

近年来， 兴海县曲什安司法所积极采取各种
有效措施， 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于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全过程， 做到排查一次， 宣讲一场； 调
解一件， 教育一片， 使农民群众真正从中得到
教育和启迪， 并逐步形成了自觉学法、 严格守
法、 遇事找法、 依法办事的观念和良好的道德
风尚。

海南供电公司与村民起纠纷
工作组田间地头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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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祁万强） 9月1日，
记者从澜沧江源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组
了解到， 科考人员在我省经过细致考
察后发现， 澜沧江源水体质量保持良
好， 但不规范放生挤占了土著鱼类的
生存空间。

8月22日至8月27日， 澜沧江源水
生生物资源调查组历时6天， 跨越我省
杂多、 囊谦等地， 对澜沧江源主要河
流吉曲、 扎曲和子曲开展水生生物资

源、 水生生境状况、 鱼类致危因子及
涉水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调查， 共设调
查段面7个， 获得了丰富的水生生物样
本及流域水生生境相关数据资料， 为
今后澜沧江源区水生生物研究和保护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科考人员经过检测， 发现澜沧江
源水体质量保持良好， 水生生境基本
为原生态,�水生生物资源较为丰富， 而
且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水生生物保护意

识强， 保护成效显著。 此次共调查到
土著鱼类4种， 外来鱼类1种， 土著鱼
类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1种， 裸
腹叶须鱼（易危）， 水生维管束植物十
余种， 底栖动物6种， 两栖动物两种，
确定土著鱼类产卵场两处。

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负责人申
志新告诉记者， 目前不规范的放生活
动， 引入外来物种， 挤占了土著鱼类
的生存空间。

不规范放生让土著鱼有点烦

多杰才旦：用爱心浇灌团结之花
本报记者 祁万强 李慧 文 / 图

多杰才旦， 这位生长于贵德县黄
河之畔的藏族汉子， 给我们最深的印
象就是他真诚的笑容。 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的他， 回到家乡后一头扎进基
层教育园地辛勤耕耘。

“国家投入了这么多资金， 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你们看
看， 现在我们的学校多漂亮！” 对于我
们的采访， 作为海南藏族自治州职业
技术学校校长的多杰才旦首先夸赞学
校的建设情况， 并不是介绍他干了多
少工作。 我们从他的口中了解到， 这
所学校成功入选为国务院第六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这些年来，
校园文化品位全面提升， 育人环境大
大改善， 办学条件逐步提高。

学校条件一天天在改善， 人的思
想也要一天天变化。 这是多杰才旦的
想法， 他常常把狠抓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学生具有的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
和自豪感作为办学理念， 从而让学生
自觉维护祖国的尊严、 荣誉、 独立统
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 同时， 让全体
师生树立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 要求
学生们要有立志报效祖国的意志， 鼓
励莘莘学子掌握一技之长， 将来服务
家乡， 建设家乡。

来自同德县巴沟乡的贫困生群吉，
母亲体弱多病， 经济来源主要靠城镇
低保， 房租都是由出嫁的姐姐补贴。
多杰才旦得知情况后， 带着老师们来
到群吉家中， 号召老师们为孩子捐钱，
以解燃眉之急， 他带头捐款300元， 其
他老师们在校长的带动下， 也纷纷捐

钱。 回校后， 多杰才旦决定每月给贫
困学生补助生活费100元。 受到帮助的
学生， 怀揣感恩的心学习更加努力。

学校的一部分孩子来自农牧区的
单亲家庭， 性格有些孤僻， 遇到困难
和挫折就积压在心底， 不愿表达。 多
杰才旦看出学生的心思， 要求老师们
“一对一” 帮扶。 为了让“一对一” 的
帮扶活动有成效， 还制订了 《海南州
职业技术学校党员结对帮扶谈心制
度》。 私底下主动找单亲孩子谈话做心
理辅导， 为他们排忧解难。

学生的问题解决了， 老师的问题
也不容忽视。 因为， 老师是推进学校
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的助推器， 是帮

助学生学习进步和技能提升的有效途
径。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法制教育， 需
要老师去灌输。

多杰才旦提倡老师之间应该本着
多民族一家亲， 互帮互助的教学理念
推进教育发展。 常盛明是一名汉族老
师， 他结婚时， 多杰才旦招呼全校老
师帮他操办婚事， 平时， 对他的生活，
也十分关心， 并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藏族老师和汉族老师不分你我， 生活
在一个大家庭中， 生活中互相帮助，
工作上相互促进。

澜沧江源水生生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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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杰才旦（左二）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