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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捧牢生态饭碗
本报记者 代 玲

巴松措湖畔的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

结巴村是个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依

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巴村早在二三十年前就

已吃上了旅游饭。如今，村里家庭旅馆、精品

民宿、饭馆鳞次栉比。

次仁德吉家是村里较早经营家庭旅馆的

人家。从最早简陋的通铺床位到现在设施齐

全的标间，她家的家庭旅馆不断升级，现已成

为精品民宿。每年经营收入达到二三十万

元。“我们靠青山绿水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上

致富路。”次仁德吉说。

守护好青山绿水是结巴村村民的共识，大

家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

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被写进村规民约。随着村

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结巴村的环保设施也不

断得到提升。

“每家每户都进行了无害化厕所改造，下

水管道铺设覆盖全村，垃圾车每周两次到村里

清运垃圾并进行集中处理。”结巴村党支部书

记洛央说，全村 146 户全部配备可回收垃圾收

集桶和有害垃圾收集桶，分类收集垃圾。

随着生态旅游业不断发展，保护环境的举

措在结巴村不断完善。结巴村共有生态环保

岗位 48 个，负责日常宣传和监督的生态宣传

员有 10 名。每月村里都会召开村民大会专题

宣讲生态环保方面的知识和法律法规。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结巴村的生态旅

游饭越吃越香。全村共有 41 家家庭旅馆，其

中 3 家已升级为精品民宿。2021 年结巴村家

庭旅馆住宿量达 4 万人次，直接带来现金收入

400 万元。

近年来，错高乡在生态旅游方面不懈努

力。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建设生态旅游精品乡

是错高乡的目标。“游客就是冲着我们的生态

环境来的。我们只有以更加严格的措施保护

好生态环境，让环境更优美，才能将旅游饭碗

端牢、端好。”错高乡人大副主席贡布介绍。

2021 年，错高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 万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生态旅游业。

茂密的森林、峻峭的雪山、碧蓝的湖泊、秀

美的草原⋯⋯林芝市有着“雪域江南”的美称，

生态资源丰富。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林芝市重

点发展生态旅游业。

十年间，生态旅游业已成为林芝的主导产

业。2021 年，林芝市接待国内外游客超 10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83.75 亿元。林芝市农牧

民家庭旅馆达 701 家，全年共接待游客 66.0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8 亿元。吃上香喷喷

的旅游饭，农牧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的热情更加

高涨。

西藏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本报记者

贺建明

代

玲

8 月 份 ，又 到 了 雪 域 高 原 一 年 中 最 美 的 时

节。满山披绿、鲜花怒放、流水潺潺，到处是生机

勃勃的景象。

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西藏不断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坚持生

态优先，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让生

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如今，西藏生态文明

建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红利人

人共享。

生态建设扎实推进

新疆杨、榆树、细叶红柳、江孜沙棘⋯⋯西藏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内，树木郁郁葱

葱、随风摇曳，像一条舞动着的绿色哈达。

南木林县生态示范区于 2014 年启动建设，总

规划 42 万亩，计划用 17 年时间完成。近年来，南

木林县推动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截至

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1.5 亿元，植树造林 3 万余

亩，栽植各类苗木 192 万余株。

“多亏了这片生态林，现在刮风不起沙，家里

桌上的灰尘都少了。”南木林县艾玛乡柳果村村

民强巴欧珠感慨。“如今的南木林县周边风沙次

数减少三分之一，含氧量提高 5%，空气湿度增加

10%。”南木林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格桑旺姆

介绍。

7 月 21 日，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

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西藏林芝市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书记才旺尼玛说：“观测研究站投入使用

后，研究人员将对雅尼湿地开展基础数据收集、

传输、利用等工作，雅尼湿地迎来了科学保护、合

理利用、全面发展新阶段。”

数据显示，西藏现有湿地 652.90 万公顷，其中

国际重要湿地 4 处、国家湿地公园 22 处、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 15 处，受保护湿地面积达 448.87 万

公顷。

“经过不懈努力，西藏已初步建立起多样化

的湿地保护体系，湿地保护已驶入‘快车道’。”西

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资源

管理处处长张家平表示，“我们将继续全面落实

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守护好西藏的生灵草木、

万水千山。”

湿地保护只是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方

面。2021 年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条例》正式实施，为西藏生态文明高地

建设打下坚实法治基础。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数据显示，“十二五”时

期，西藏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累计投入 259.3 亿元。

“十三五”时期，累计投入 502.29 亿元，较“十二五”

时期增长 93.7%。“十四五”时期预计投入 665.43

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 32.48%。

随着生态保护投入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措

施越发严格，西藏的生态环境状况持续保持良

好。《2021 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截至 2021 年年底，西藏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

区 47 个。西藏现有森林 149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12.31％，已记录的野生植物有 9600 多种。2021

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西藏

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西藏

立足实际，抓住优势资源，大力发展高原农牧业、

文化旅游业、清洁能源等生态产业。

作为西藏重点发展的七大产业之一，文旅产

业 10 年间取得长足发展。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西藏文化产业产值从 2012 年的 12.78 亿元增长到

68.87 亿元，各类文化企业 7000 余家，比“十三五”

初期增长 1.5 倍。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更多游人走进高

原。2012 年，西藏旅游人次首次突破 1000 万，达

1058.4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20 余亿元。2021 年，

西藏旅游人次突破 4100万，旅游收入达 441亿元。

盛夏走进拉萨市达东村，花团锦簇、游人如

织。“近年来，我们以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旅

游）开发项目建设为抓手，形成现代与历史并存、生

态与发展共荣的旅游新体验，‘美丽乡村 魅力达

东’已成为西藏乡村民俗旅游示范标杆。”达东村村

委会主任旦增罗布说，通过持续创新探索村域范

围内绿水青山守护与金山银山转化保障机制，逐

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生态文

明机制，科学设置生态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增收致富。2021 年，拉萨市达东村被命名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曾是西藏冬春季风沙最

大的地方之一。“前些年刮起大风，关着窗户房间

里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从小生活在雅鲁藏布江

畔的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朗塞岭村村民白玛琼

达对风沙的记忆仍然深刻。

如今，昔日荒滩已变为致富绿洲。近年来，

山南市以“雅江中游百亿产业走廊”为基带，优化

绿色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十三五”以来，先后引

进藏草、亿利、江平生物、西普农业等一批绿色企

业，建设了万亩苗圃基地、千亩矮化苹果、千亩葡

萄种植基地、千亩经果林、千亩甘草基地、百亩车

厘子基地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形成了生态种

植、生态旅游多元生态产业体系。

“以前这里是一片连草都长不好的沙荒地，

通过治理，现在发展成了生态产业园，园区内果

树成林，节假日很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山南市

扎囊县西普高效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洛桑说。

近年来，西藏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

展生态化协同发力，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打

造了一批森林、草原、湿地、地质地貌旅游区，扩

大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同时，积极推进生态富民

利民，落实生态综合补偿机制，组织群众承包造

林工程，支持发展林下经济，让群众在参与生态

建设中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生态红利人人共享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色果拉村，一栋栋

工布风情的民居在绿树掩映中错落有致，啾啾鸟

鸣不绝于耳，房前屋后硕果满枝。“近年来，我们

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通过见空补绿、见缝插

绿举措发展庭院林果经济，大家的居住环境发生

了很大变化，游客也慢慢多起来。”色果拉村党支

部书记乔次仁说。

村庄颜值不断提升，村外雅鲁藏布江边密密

匝匝的绿树也擦亮了色果拉村村民幸福生活的

底色。2008 年，色果拉村定下了每年 2000 亩到

5000 亩的植树计划，经过全村 10 多年的努力，目

前已种下几十万棵树，造林面积近 7 万亩。“满眼

绿色，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舒适，也有效遏制了

水土流失。现在，村里的生态农牧产业正逐步发

展壮大，‘生态饭’让我们致富的信心更足。”乔次

仁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

今 在 西 藏 ，越 来 越 多 的 普 通 群 众 端 上 了“ 生 态

碗”，成为生态建设的主力军。

定期带领乡村护林员开展巡山护林活动是

林芝市墨脱县格当乡公益林专业管护站站长扎

西次培的重要工作之一。“祖先曾过着‘刀耕火

种’的生活，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对周围环境产生

了不好的影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这代

人从‘砍树人’变成了‘看树人’。”扎西次培说，

“2015 年，我成为格当乡公益林专业管护站站长，

每年有 2.4 万元工资，再加上其他生态惠民政策补

贴，每年生态保护方面的收入能有 2.6 万元。现

在，村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都特别强。”

近年来，西藏紧紧围绕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美丽西藏目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绿色底色和成色更加浓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明确提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

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正在用行动书写雪域高原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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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游客漫步在拉鲁湿地步道游客漫步在拉鲁湿地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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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西藏羊卓雍措风光西藏羊卓雍措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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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 布达拉宫广场上布达拉宫广场上，，鸽子在空鸽子在空

中飞翔中飞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代 玲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