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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堂生态扶贫 种草喜马拉雅第三季
� � 2019 年 7 月，伽蓝集团公关
传播总经理陈涓玲再次踏足西
藏这片神圣的土地。

她非常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
自己来西藏是 2016 年的 9 月 9
日，去考察喜马拉雅的项目。 从
第一次进藏到现在不到三年的
时间里，陈涓玲已经进藏 14 次。

伽蓝集团旗下品牌自然堂
的明星产品冰肌水的核心成分
源自喜马拉雅北麓 5128 米处的
冰川水自涌泉。 陈涓玲和自然堂
对喜马拉雅和西藏有着特殊的
情感及责任。

为了感谢这片净土的馈赠 ，
从 2016 年陈涓玲第一次进藏开
始，自然堂品牌携手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 （以下简称 “环基会 ”）
发起成立“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
公益基金”， 致力于喜马拉雅冰
川 、珍稀植物和动物 、独特文化
的保护。

陈涓玲感慨 “有信仰 者 ，
不 卑 不 亢 ，无 悲 无 喜 ，坚 持 走
完朝圣路 ”，她自己 ，也背负着
伽蓝集团的使命 ，尽管每次都
高 反 难 受 ， 但 也 依 然 不 离 不
弃 ，对 这 片 神 圣 的 土 地 ，怀 着
敬畏之心 ，坚持行走在西藏的
公益之路上 。

藏民每人每年增收 1000元

陈涓玲这次入藏同样是为
公益。 自然堂在今年继续携手环
基会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
乡种下 100 万平方米的绿麦草。

南木林县位于雅鲁藏布江
北岸，清冽的雅鲁藏布江水缓缓
流过。 南木林县副县长张波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自然堂种草的
地方，之前全都是雅鲁藏布江水
冲过的荒滩， 属于河滩冲积区，
遍布着砂砾。 对这片荒滩进行改
造时，“铁锹和十字镐都挖不下
去”。 在当地藏民的不断努力下，
才将荒滩改造成适合植物生长
的“良田”。

现在的绿麦草是在今年 5
月份种下，风吹过绿麦草，绿波
随风起伏。 张波说，再过几个月，
如果水肥都跟得上，绿麦草可以
窜到两米高，走到里面都见不到
人。“植物生长都有自己的周
期。 ”张波介绍，在前几个月，绿
麦草主要吸收种子胚芽里的营
养，生长比较快。 等生长到十多

公分时， 草的根系开始生长，这
个时候的草长得比较缓慢。 等到
绿麦草开始将根系扎入土里，吸
收土里的营养，生长的速度就会
很快。

种草对当地的生态恢复有
很大的帮助。 绿麦草长长的根
系固定住了沙土， 不会再像之
前那样的大风来时黄沙满天
飞。 等到绿麦草收割的季节，就
可以将割下的绿麦草运到北
方，用于“养畜”。

“这里是国家黑颈鹤自然保
护区，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发
展相关农业，就实施人工种草。 ”
张波介绍，根据西藏自治区的整
个产业战略，因为西藏自治区北
部自然条件恶劣，自然草场的载
畜量很低，所以日喀则市就提出
“南方种草， 北方养畜” 发展战
略。 这种将南方种的草调运到北
方的方式，可以在越冬的时候用
于牲畜的补饲，也保护了天然的
草场，增加了生畜的存栏量。

更重要的是，通过“种草”，
给当地的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 针对南木林县艾玛乡目
前在种的 4.2 万亩绿麦草， 张波
给《公益时报》算了一笔账：大概
每亩产草是 2000 斤， 价格是每
斤 8 毛， 每亩可创收 1600 元左

右。 整个艾玛乡 1 万 1 千多人，
其中参与人工种草的有 6000 多
人。“这 4.2 万亩地，每年可以给
这 6000 名群众每人每年增收
1000 元左右。 ”

企业是环境改善重要力量

“企业的投入完全是公益的
投入，我们出地，他们种草，参与
人员的劳务费用都是由企业承
担，收入全都归当地群众。 ”张波
非常欢迎企业的这种公益模式：
不仅给群众增加了收入，同时也
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对伽
蓝集团能够将此项公益项目落
户南木林县， 助力脱贫攻坚，带
动群众发展生产表示衷心感
谢。 ”张波说。

这是自然堂第三次在藏区
种草了。 第一次种草是在 2017
年 5 月，自然堂在喜马拉雅山脉
中段的亚东县种植了 66 万平方
米的绿麦草，以防风固沙、保持
水土；2018 年 7 月， 在西藏林芝
市鲁朗国际小镇， 自然堂开启
“种草喜马拉雅” 公益行动第二
季，种下龙胆草幼苗，开启自然
堂喜马拉雅源头基地龙胆草生
态栽培示范项目，号召公众保护
喜马拉雅植物多样性。

2019 年 7 月 18 日当天，来
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基会、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南木林
县政府、医学专家、媒体和意见
领袖，以及天猫和大学生艺术博
览会的青年艺术家等代表，见证
了自然堂和环基会在日喀则市
南木林县艾玛乡种下 100 万平
方米的绿麦草。

大家共同见证自然堂取之
自然，回馈自然，结合专家团队
合理开发荒滩、荒地、沙地、严重
退化裸露地， 通过种植绿麦草，
改善喜马拉雅雪域生态环境。 自
然堂此举意在希望更多的人能
够亲身体验喜马拉雅的万千色
彩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对比，通过
实地体验种草，号召更多的人参
与种草喜马拉雅，守护雪域高原
生态环境。

环基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徐
光也已数次赴藏， 和陈涓玲一
样， 在欣赏着雪域高原的美景，
敬畏着这方神圣土地的同时，也
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赴藏只
为保护雪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
境尽一份力，为淳朴的藏民带来
更好的生活的希望。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过度
放牧的共同影响，喜马拉雅地区
的草原生态面临严重挑战，而草

地生态系统直接影响着整个喜
马拉雅的生态系统。 ”徐光表示，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就是要不
忘初心， 为老百姓办实事儿，让
老百姓有幸福感，同时，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伽
蓝集团自然堂品牌的企业社会
责任感，也是中国生态环境改善
的重要力量。

带动消费者共同关注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种草喜马
拉雅的途中，作为环基会理事的
陈涓玲还和徐光一起，特意去了
海拔 4700 米左右的高原深处的
藏族牧民家———大学毕业生次
仁央吉的家。 次仁央吉已经被
伽蓝集团聘为正式员工， 负责
当地项目的执行工作。 次仁央
吉是这家最小的小女儿。 他们
家祖祖辈辈住在雪域高原，守
护这这片神圣的土地。 为了表
达对藏族人民的关心， 徐光和
陈涓玲一起将一万元的慰问金
递到藏族阿妈手中。

20 多年来，环基会始终开展
公益为民项目，从大漠北疆到山
水南国， 足迹遍及高原雪山、山
川平原、江河湖海，始终坚守为
民的初心，坚持问题导向、民众
需求， 搭建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践行着使命和宗旨，辛勤奉献于
党的公益事业。

喜马拉雅， 梵语意为雪域，
高耸于地球第三极上，自然环境
严酷却孕育着地球上最强大的
生命力、最美好的万千色彩。 那
里自然资源丰富，孕育着四带植
被上万种植物，肩负维系全球生
态平衡的重任。 然而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过
度放牧的共同影响，喜马拉雅地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面 临 严 重 挑
战———水土流失和植被沙化情
况日趋严重，冰川消融使草地生
态退化，威胁着各种植物、动物
的生存。

喜马拉雅的生态问题需要
全社会的关注。 对于未能亲赴喜
马拉雅的广大热心公益的消费
者，自然堂也为之准备了实况直
播。 为了调动消费者参与公益的
热情，增加互动与对喜马拉雅的
关注度，自然堂也花了大心思。

公益活动期间，消费者每购
买一瓶冰肌水，自然堂便可向自
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捐
赠 5 元。 此公益基金将用于在喜
马拉雅地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
艾玛乡种植 100 万平方米绿麦
草。 自然堂希望借此行动号召更
多消费者关注地球“第三极”喜
马拉雅，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也希望带
给消费者源自喜马拉雅山脉的
大自然的美好馈赠。

“内心有光，只要亮起，就无
法熄灭。 ”陈涓玲对着冈仁波齐
的神山，许下心愿，会更加努力，
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徐辉）

� � 自然堂种草喜马拉雅公益石碑（左起：医学专家杨蓉娅，南木林县政府副县长张波，伽蓝集团公关传
播总经理陈涓玲，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光，自然堂公益合伙人、青年演员任敏，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大力，医学专家包军）

张波副县长（中）为自然堂公益一行赠送草籽播撒绿麦草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