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中华水塔”清水永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黄河、澜沧
江和长江的发源地，被称为“中华水
塔”。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
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
态。近年来，青海一直把维护“中华
水塔”水生态安全作为重大责任，严
防死守水体环境风险。

集中整治 源头拦截污染

清风拂过郁郁葱葱的毛斯湖畔，
很难想象它昔日里备受“嫌弃”的模
样。“过去在附近上学时我总会经过
这里，就是一条黑色的臭水沟，飘着
难闻的味道。”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
县高寨镇镇长阿生青的记忆里，毛斯
湖对两岸的居民来说，就是“脏、乱、
臭”的代名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毛斯湖是互
助县化工企业常年排放污水后逐渐
形成的一条“臭水沟”。它蜿蜒向南
穿过威远古镇，流经塘川河，继续往
下汇入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
——湟水河。这里的水污染防治工
作不容怠慢。

为了从源头上拦截污染，2017
年初，毛斯湖生态保护与利用工程项
目启动。互助县林草局园林绿化服
务中心副主任马守文介绍，该项目一
方面进行排污清淤，加强对上游水源
和周边环境的监控管制，杜绝污水和
垃圾；另一方面针对原来“湖体缺乏
连贯性、生态型、游览型”等突出问
题，通过建设连贯的湖体脉络，增加
特色的植物风貌、有序的空间设计和
园林小品，以达到健康生态和美化景
观的目的。

经过治理，近两年，毛斯湖的水
生态环境焕然一新。阿生青告诉记
者，如今湖岸边还增设了景观区园
路，并开辟出一条健身步道，每天早
晚都有不少居民前来散步健身。响
应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景观区园路与
健身步道齐平，有利于铺装面雨水排
放直接流入绿地。

下定决心集中整治，改变不只发
生在毛斯湖。

农业面源污染也是导致水污染
的“帮凶”之一。2017 年，互助县境
内的塘川河两岸400 米范围内全部
被划定为禁养区，该流域 32 家畜禽
规模养殖场存在污染问题，面临搬
迁、转产等整改。

“我们在远离河流的地方无偿提
供土地作为养殖场搬迁之用，并保障
水电路全通，把对河流的污染降至最
低。”互助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盛芳敏

说，县政府还引导有意愿转产的养殖
户寻找更好的出路，帮助他们把养殖
场改建成种植基地、敬老院等。“目前
已有23家畜禽养殖场完成拆除，9家
正在办理转产手续，塘川河水质也稳
定在三类及三类以上。”

据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地级水源地
环境问题已全部整治完成，县级水源
地环境问题整治完成率达到 49%。
在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青海
在完成3315个建制村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安排了500
个建制村，全省建制村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覆盖率达到78%。

找准根源 科学提质增效

湟水河被称为青海的“母亲河”，
从西宁市穿城而过，青海全省近
60%的人口、52%的耕地和70%以上
的工矿企业分布在湟水河流域。早
些年，由于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
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
沙入河，湟水河曾一度浑浊不堪，其
在西宁城区的不少河段更是浅滩
裸露。

可以说，湟水河水质的好坏不仅
事关青海，也影响着下游地区百姓的
饮用水安全。为了减少污水直接流
入湟水河，西宁市沿湟水河修建了长
达16.2公里的污水箱涵。在密集控
排的同时，发挥科技作用，大力提升
西宁市区及沿湟各县区生活污水收
集和处理能力。

2018 年，在青海省生态环境厅

的大力支持下，利用中央水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联合国家城市水资源与水
环境重点实验室在西宁市湟源县污
水厂实施技术改造。“在不改变原污
水厂布局、不增加新的构筑物、不新
增占地的情况下，优化现有污水处理
厂运行技术及经济指标，深度开发污
水处理厂各生化单元的处理潜能，进
而实现污水处理负荷和出水水质提
升的目标。”提标改造项目负责人、哈
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李克非说。

不大改大建，如何实现污水处理
的提质增效？关键在因地制宜。

针对湟源县污水处理厂所处寒
带地区生化污泥生物活性低、进水水
质波动大且前端未设调节池、超负荷
运行及高原缺氧等问题，提标改造项
目团队找准问题根源，各个击破，处
理厂出水水质由改造前的一级A标
准达到准 IV 类标准。李克非表示，
团队还将继续探索适合高寒高海拔
地区污水处理厂原位提质增效运行
管理模式，为今后全省污水厂提质增
效改造提供借鉴和示范。

截至目前，青海省建成污水处理
厂 52 座，实现了县县建成污水处理
厂的目标，全省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达
到 70 万 吨/日 ，并 建 成 污 水 管 网
1311公里。

强化科技支撑作用，精准治污更
具靶向性。针对高原地区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效率低、处理效果不佳和农
村分散式污水收集难、处理难及高原
水生态系统脆弱、水体自净功能弱等
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青海
省在果洛州拉加镇和海北州西海镇、

祁连县实施了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
湿地示范工程，科学排污治污，持续
改善水环境质量。

区域管护 推动共治共建

“雪豹、金钱豹、棕熊等动物被拍
到的次数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丰
富。”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乡长、生态
保护站副站长旦珍文秀说，昂赛乡已
全面覆盖野生动物社区监测网，每3
个月利用红外相机拍摄照片达10余
万张，从 2017 年底至 2018 年 7 月
份，共识别 24 只雪豹和 7 只金钱豹
个体，有力地佐证了三江源地区生态
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进一
步提高的事实。

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目标是探
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全新生态保护体
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在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中，设置了生态管护
公益岗位，并逐步实现“一户一岗”，
管护员优先从贫困户中选择，每户一
名，培训上岗后按月发放报酬，年终
进行考核。

旦珍文秀介绍，昂赛乡全乡都被
划入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
区。全乡按照“户分类、村收集、乡转
运、县处理”的新型牧区垃圾处理机
制处理垃圾，管护员突出对乡村干
道、居民聚居点开展环境卫生常态化
管理和治理。“他们每15天集中巡护
一次，且每天都要对自己负责环境区
内的山、水、林、草、湖开展巡护工
作。乡里还特别成立了马队和摩托
车队，更方便管护员到不通路的地方
进行巡护。”

昂赛乡热情村54岁的牧民乐尕
于2016年6月份加入生态管护员队
伍，戴上了印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生
态管护员”的红色袖章。他的日常工
作就是徒步巡视山林，守护家乡的生
态环境。

自 2015 年以来，杂多县政府还
联合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建立昂
赛工作站，开展包括野生动物红外相
机监测、反盗猎巡护、国家公园管护
员培训及自然体验等项目，极大地提
高了社会各界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公园试点成立以来，越来越多
的牧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生态保护
中来，其效果正逐步显现。”长江源园
区管委会综合部部长罗松战德介绍，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 1.7 万多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

三江源是重要的生态

屏障和水源涵养区，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

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

面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

的实际情况，如何打赢碧

水保卫战？近日，记者跟

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

团走进青海，了解水情，寻

找答案。

“夏天到了，城市河道和公园水
体容易发黑发臭，但纺织公园的人工
湖却保持了水体干净整洁，每天早晚
居民都喜欢到湖边散步。”家住陕西
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的居民张嘉
欣说。

纺织公园景观湖是纺织城唯
一的公园湖，湖体面积约 1500 平
方米，水深约 0.5 米，是纺织城周

边群众游玩休闲的场所。但是由
于该湖没有水循环设施，久而久
之，水质发生了变化，逐渐变黑
变臭，产生的臭气让周边群众非
常头疼。去年底，灞桥区开展黑
臭水体排查整治，确定纺织公园
景观湖为重点项目，经过对湖水
进行抽排及湖底污泥进行清理，
以及不断对水体进行流通更换，

现在，纺织公园景观湖的水质已
经完全达标。

长期以来，城市黑臭水体是影
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
题。陕西省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欠账
较多，类似问题相对突出，群众反
映强烈。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底，陕西省出台《陕西省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将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分解到相关
部门，并督促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

（区）编制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实施方案。今年 3 月份，陕西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
对全省范围内的城市黑臭水体及整
治情况进行了核查。

截至目前，陕西省已完成 169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划定工作，除西安市浐灞桃花
潭和榆林市榆溪河 2 处黑臭水体正
在加快整治外，其余24处黑臭水体
整治均初见成效。与此同时，全省
还对已完成整治的22个市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开展“回头看”，对
77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
全面检查。目前，231 个县级水源
地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治 156 个，完
成率为67.5%。

陕西治理黑臭水体成效显著

水清岸绿人欢乐
本报记者 雷 婷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黑泉水库碧波万顷。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5月份以来，“海豚畅游大连长
海海域”的视频成为许多大连市民
的热聊话题：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
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现
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
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
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良好的海水水
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
栖息，家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
海居民格外自豪。

近年来，辽宁大连长海县持续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一系列修
复和保护措施，让海豚、斑海豹、小
鳁鲸等海洋动物前来安家。海豚
湾的出现让长海不再是一片仅盛
产海鲜的海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这里，被这片纯净的大海、蔚蓝的
天空、绿色的海岛深深吸引。依托
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系列生态产业
在长山群岛日益兴盛。

“往年也有海豚，但近两年多
了不少。”今年最早将海豚视频发
布到朋友圈的大长山岛居民梁泽
业说。2016年以前，许多海岛居民
从事海洋捕捞。近几年，随着国家
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
加之长海县“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实
施以来，新修建的54公里长的环岛
路将沿途渔村和海滩串联成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大长山岛、广鹿岛的
环岛路已形成山海相连的绿色生态
景观走廊。许多岛民转变思维，开
始从事海岛旅游度假产业。

在长海环岛路沿线的“老网
场”，一栋崭新的灰白色新中式建
筑民宿格外显眼，许多游客前来享
受“ 面 朝 大 海 ，春 暖 花 开 ”的 生
活。“近几年，我们海岛越来越美、
越来越干净，这座美丽的海岛让我
们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去年，这
间民宿的老板张丽美放弃从事多

年的海产加工业，投资近500万元
建起这座海岛民宿。

近年来，长海县加快推进“生
态立县”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
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
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
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
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
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
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
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
实施名牌战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休闲度假产业，以旅游发展规划为
蓝本，统筹生态建设规划和海洋牧
场建设规划。

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
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
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
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
改善了乡镇环境；实行垃圾分类减
量，推动全县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
源化利用。

在长海县海岛，如今常年栖息
着江豚、斑海豹、小鳁鲸等海兽，黄
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
线鱼、黑鮶鱼等鱼类和海参、海胆
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
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2016
年，长海县被评为大连市首个国家
级生态县，同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 协 会 授 予“ 中 国 黄 嘴 白 鹭 之
乡”。5 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
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
村 18 个。全县空气质量均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2017年、2018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分别占总天数的
94%和97%。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
到国家相应功能区标准。

大连长海县

家旁就是“海豚湾”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智曼卿

“看，那群鸟正往东边飞。”近日，
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乡
文龙井村的观鸟爱好者曾小川用相
机将这一景象拍摄下来。这是一群
来自北方的鸟儿，它们保持着整齐的
队形，振翅飞往龟石国家湿地公园，
寻找充足的食物和温暖的巢穴。

曾小川是贺州高中的一名生物
老师。2017 年 10 月份的一天，他
来到龟石国家湿地公园，竟意外地
看到了我国特产稀有鸟类、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中华
秋沙鸭是深秋时自北方南迁到长江
流域以南的水塘里来避寒的冬客，
它们以三五成群的家族方式在湖上
栖息。

“从未想到最好的观鸟地就在
家门口。”曾小川说，龟石国家湿地
公园地理位置优越，是他认为比较
理想的观鸟之地。当越来越多的鸟
类成了公园里的“常住居民”，曾小
川就把所有的空闲观鸟时间都留在
了龟石国家湿地公园。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作为广西6大水库之一的龟石国家
湿地公园，其核心区域龟石水库是
贺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过

去，龟石水库一带时见水面网箱养
鱼、周围村落生活污水外排、水源地
区域内建设多个养殖场等情况，生
态环境不同程度遭到破坏。

自治区第一环保督察组进驻贺
州市后，督察组成员多次前往龟石
水库调研，贺州市边督边改，取缔水
源地范围内多家养殖场，关闭取缔
工业企业，并为周围村落建设污水
处理站等。

“目前，全市涉及龟石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的 13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
整改，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峡口至
坝首的水质达到Ⅱ类。”贺州市生态
环境局生态科科长曾庆勤告诉记
者，经过多年的湿地保护恢复，特别
是去年的环保督察整治，湿地公园
内碧波万顷，水质优良，动植物多样
性丰富，形成了龟石国家湿地公园
独特的湿地保护与水源地保护恢复
与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示范作用。

如今，国内稀少的迁徙鸟类如
牛背鹭、红颈瓣蹼鹬等都出现在龟
石水库，甚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
的黑鹳也来造访。有了鸟类的陪
伴，越来越多像曾小川这样爱鸟的
游客更加频繁地来这里游玩。

广西富川县

珍稀鸟类来作客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邓荆丹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经过技术处理后的
清水。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广西富川龟石国家湿地公园里的中华秋沙鸭。
曾小川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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