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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9新闻

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

生态移民脱贫路 新村新屋新面貌
� � 保护三江源是党中央确定的大政策， 生态移民是落实这
项政策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织实施好。

———习近平

嘎玛曲卓备好行囊，目的地
为沱沱河。 既是离家远行，也是
重返故乡。

8 岁时，作为“生态移民”的
一员，她离开祖辈生息的唐古拉
草原，北越昆仑山搬迁到青海格
尔木市，新家园定名长江源村。

14 年后，她又跟随父母的脚
步奔赴故土，角色已从草原利用
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成为一名
湿地生态管护员。

2016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长江源村， 和藏族
同胞共话幸福愿景。 总书记指
出， 保护三江源是党中央确定
的大政策， 生态移民是落实这
项政策的重要措施， 一定要组
织实施好。

昆仑南北， 一来一往，连
接起长江源村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告别故土的抉择

作别沱沱河、 翻越昆仑山 ，
唐古拉山 6 个村自愿搬迁的首
批 128 户牧民，组成了格尔木市
第一个藏族村。

更尕南杰难忘：2004 年，“生
态移民”这个新词，曾让唐古拉
山牧民面临艰难选择。

已是知天命之年，更尕南杰
难舍故土， 但现实令他担忧：同
一片草场， 上世纪 70 年代，“养
活三四百头牦牛都富余”， 现在

“连一百头都喂不饱”，而且“头
年旱、来年涝，老鼠满山跑”……

生态愈发脆弱，自然灾害频
发。 最严重的一次雪灾，当地牲
畜死亡超七成，“幸存牛羊没吃
的，互相把毛都啃了。 ”

这一年前后，有两则全国瞩
目的新闻，为三江源藏乡生态移
民刻印下时代注脚：一是黄河源
头鄂陵湖出水口历史上首次断
流；二是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一期工程。

搬不搬？“房子政府盖，生

活有补助”， 但牧民仍有顾虑，
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没有别的
技能……

达尔玛老师总忘不了唐古
拉山小学的“开学第一课”：捡牛
粪。“过去条件差，每逢开学先得
带学生推上架子车，满草原捡牛
粪、鞋底子、破轮胎，堆满一间教
室才够过冬。 ”

除了“搞后勤”，劝返“逃学
生”也是常事。“曾有三姐妹结伴
‘逃学’，找了整晚，黎明时发现
她们被困在一个河心岛……”河
水正在解冻，达尔玛和老师们冲
下河， 拉人墙才把三姐妹拖上
岸，“孩子们被冻蒙了，暖了许久
才放声大哭。 牧民骑马把娃送学
校，一寄宿就是半年，娃们只是
想‘逃’回家看一眼父母！ ”

达尔玛也哭了，“搬！ ”
平均海拔 4700 米以上，含氧

量只有海平面的六成，更尕南杰
的老伴跟不少高原牧民一样，高
血压、冠心病、关节炎多病缠身。

“到乡卫生院骑马就得一天，缺
医少药，小病就靠自己硬扛。 ”一
次普通的阑尾炎，花了 3 天才赶
到最近的医院做手术。“这样的
日子还得熬多久？ 搬！ ”

当年底，唐古拉山 6 个村自
愿搬迁的首批 128 户牧民，作别
沱沱河、翻越昆仑山，组成了格
尔木市第一个藏族村。 新家园的
名字连着故乡的根：长江源村。

如今， 村子规模已扩大到
245 户。

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前在草原 ‘靠天吃饭 ’，
现在进了城我要换个活法。 ”

下了山，干什么？
住进新房，冬暖夏凉；补贴

发到手，吃穿有着落。 一种情绪
曾在移民新村滋生：不再“八岁
能放百头牛”，别的能干啥？ 喝酒
打牌过日子吧！

闹布才仁下山没多久 ，村

上组织驾驶技能培训， 他第一
个考取货车驾照，“以前在草原

‘靠天吃饭’， 现在进了城我要
换个活法。 ”

跑了 10 年运输， 眼界大开
的闹布才仁没有小富即安。 2014
年，唐古拉牦牛、藏羊通过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他敏锐捕
捉到市场前景，每年回山里收牛
羊， 还投资 40 多万元把村里的
门面房改造成冷库，“这不，一上
午就卖出去 3000 斤牛羊肉，冷
库里储存的 400 多只整羊和上
万斤牦牛肉， 怕是撑不到开年，
还得派人再收点儿。 ”

从牧民到司机再到老板，闹
布才仁的两次转型，成为长江源
村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 开
超市、 做餐饮……摆脱“等靠
要”，生活更宽广，越来越多的移
民有了新角色。

走进位于长江源村东南一
隅的岗布巴民族手工艺品专业
合作社，三木吉正召集村里的 15
位社员开年终总结会。

这位下山时 19 岁的姑娘，
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政府组织的创业知识培训，我
一场没落。 ”听说藏式氆氇毯有
市场需求， 三木吉当即决定创
业，不仅与村里姐妹们开起合作
社，胃口还越来越大，从编织氆
氇毯发展到制作藏靴、 绘制唐
卡，合作社营业收入从不到 7 万
元跃至 34 万元。 这次年终总结
会的一项议题，就是筹备从线下
销售转战电商平台。

生活方式的转变，让越来越
多的牧民对新家园有了归属感。

小病不出村， 大病上医院
“也就 15 分钟车程”， 年事渐高
的更尕南杰和老伴再不用为就
医发愁。

长江源村内，“格尔木市长
江源民族学校”拔地而起，全村
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毕业率、升

学率常年“双百”。 还有 3 年退休
的达尔玛，再不用去追“逃学生”
了。 当年跟他到处捡牛粪的学生
扎西东周，如今已是四年级二班
班主任。“我班里有个女孩，她爸
爸也是达尔玛老师的学生，后来
辍学了， 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
我一定好好教他闺女。 ”

人与自然的和解

“人爱护草原母亲 ，草原母
亲也会继续哺育儿女。 ”

“为啥我的生意好？ 禁牧移
民，牛羊少了，可品质高了，个顶
个膘肥体壮，市场也买账。 ”前不
久，闹布才仁注册了岗尖蕃巴商
贸公司，“公司名称是高原雪山
的意思，就是想告诉顾客，我的
牛羊肉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

“人爱护草原母亲，草原母
亲也会继续哺育儿女。 ”这是闹
布才仁最近悟出的道理。

像闹布才仁一样，越来越多
的长江源村人体会到当年禁牧
移民的深远意义，回馈自然正在
成为自发的行动。

每个月巡护，嘎玛曲卓都要
与同为生态管护员的父母返回
故乡， 深入长江源沱沱河腹地。
“对草原设施、 环境卫生进行监
管，谁家的牛羊数量超标了要清
点核实，碰到盗采盗猎等违法行
为立即制止上报。 ”嘎玛曲卓一
家每次进山巡护， 少则三四天，
多则一星期，“虽然辛苦，但那片
山山水水不仅是我的家园，也是
全国人民的家园。 ”

“长江源村现在有 172 名草
原生态管护员、33 名湿地生态管
护员， 全面覆盖 501.1 万亩禁牧
区。 ”村委会主任扎西达哇告诉
记者。

2017 年，长江源村人均年纯
收入达 22828 元，实现脱贫摘帽，
搬迁牧民生活得到充分保障。 三

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
实施 10 年下来， 三江源各类草
地产草量提高 30%，水资源量增
加近 80 亿立方米，相当于 560 个
西湖。

放下牧鞭的牧民正逐步从
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
与红利共享者，人与自然在这里
和谐共生。

在长江源村西北侧，藏家民
俗文化传承基地项目已破土动
工。“通过打造民俗展销、特色餐
饮等文旅产业，进一步变输血为
造血，将解决 60 多名村民就业，
巩固脱贫成果，激发长江源村的
持续发展动力。 ”唐古拉山镇党
委书记赵守元说。

（据《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 ， 青海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 把脱
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来抓 ，始
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 ，紧紧围绕 “扶持谁 ”“谁来
扶 ”“怎么扶 ”，全力推进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 着力抓好
作风建设 ， 强化五级书记抓扶
贫 ，层层压实责任 ，让干部沉下
去 ，使工作实起来 ，补齐党员干
部在认识 、感情 、能力 、作风上
的短板 。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加
大政策资金投入力度 ，坚持 “挪
穷窝 ”与 “换穷业 ”并举 。 围绕增
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造血功
能这个根本性问题 ， 加强产业
帮扶 、技能培训力度 ，确保贫困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 着力补齐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领 域 短
板 ，行业部门多方联动 、协同作
战 ， 累 计 投 入 行 业 扶 贫 资 金
157.7 亿元 ，深入实施十个行业
扶贫专项行动 。

长江源村，一位母亲带着放学的孩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新华社 田文杰/摄）

长江源村，几名学生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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