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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守护三江源，我们守护他们

从牧民到生态管护员

“我们一个月要进山巡护四
五次，每次要一天时间，去捡垃
圾、看看雪情、观察水草、见到动
物给他们拍照进行监测。 ”训练
营学员、来自玉树州曲麻莱县叶
格乡的永藏说道。

今年 22 岁的永藏成为生态
管护员已经两年了。 从牧民到生
态管护员，源于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政策创新。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在青海启动。 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于 2016 年 6 月组建
成立。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
一项重大改革，青海制定了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设置实施方案。

“按照一户一岗的原则，共
有 17211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
岗。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
态保护处副处长巴桑拉毛表示。

据巴桑拉毛介绍，作为生态
管护员， 需要承担日常巡护、辅
助监督执法、生态监测、防火等
12 项管护职责。

按照网格化的要求，每个生
态管护员都有自己的管护区，同
时园区组建了乡镇管护站、村级
管护队和管护小分队三级组织，
施行日常定点巡护+定期集中巡
护的机制，从而建立了一个“点、
线、面”全方位的“网格化大生态
管护体系”。

从牧民到生态管护员，要做
到切实履责并不容易。

尽管园区对生态管护员的
条件有要求， 包括熟悉当地情
况、懂藏汉两种语言、能够填写
管护日志等， 但由于是一户一
岗，实际上生态管护员的整体学
历水平并不高，以初中为主。

“我是读到高一退学回家，
后来成了生态管护员。 ”训练营
学员、来自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
莱乡的昂扎表示。

这就导致生态管护员在生

态管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足，
对生态管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与此同时， 作为生态管护
员，园区为他们发放了每人每月
1800 元的工资， 按照基础工资
70％， 绩效工资 30％的比例进行
发放，同时为其配备了必要的巡
护交通工具、 生态监测设备、巡
护服装等装备。

“巡护需要骑摩托，加油加上
食物等费用，真正用心去巡护，是
不够的。 ”昂扎表示，为了更好地
在巡护时拍照填日志， 他花了自
己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台相机。

实际上，由于地广人稀，每个
生态管护员需要管护的面积是非
常大的———每 ３万亩草原设置一
名管护员。“我巡护的地方骑摩托
需要 4 个小时再走 5 公里才能
到，海拔从 4000 多米一直到接近
5000米。 ”昂扎表示。

从北京到玉树

怎样才能让这些从牧民中产
生的生态管护员发挥更大的作
用，以保护三江源的生态呢？“要
提高他们的认同感， 激发他们的
荣誉感。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人事处副处长李振宇强调。

三江源生态管护员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首期主题训练营正
是为此应运而生。 训练营由来自
北京的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
会、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和三
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玉树共
同举办。

训练营旨在提高三江源地
区生态补偿机制下生态管护员
的履职能力、提高生态管护员对
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拓宽生态
管护员的视野、发挥管护员在生
态保护中的作用、提升生态管护
员对生物多样性和三江源国家
公园保护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探索建立“生态养护”
的有效机制。

来自三江源地区四个县的

50 名生态管护员和四个县管护
站领队负责人参加了训练营。

“为了让培训既有理论高
度，又接地气，我们和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一起花了很长时
间寻找合适的老师和形式。 ”基
金会项目工作人员练伟庆表示。

来自当地的讲师中，巴桑拉
毛从宏观和整体层面介绍了三
江源国家公园的基本情况，生态
管护岗的设立和机制，并从实际
工作的角度强调了监测技能学
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放牧是
巡护，转山就监测，转湖要看鸟，
见到动物要记下。 ”巴桑拉毛强
调，“生活就是巡护，要体现在每
时每刻。 ”

长江源区国家公园曲麻莱
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
理局局长尕塔告诉大家，在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上, 一定要树立大
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要讲故
事，要做宣传，要让绿水青山成
为金山银山。 ”

来自上海的同济大学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郭光普，从
理论的高度为学员们系统介绍了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与重要性，结
合学员们的实际普及了青藏高原
的形成和动物起源的知识。

“国家层面的规划，世界性的
物种多样性， 以及我们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价值， 很多是之前没听
过的，也没想过的。 ”昂扎表示。

来自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
心的项目经理蔡静雯从实际操
作的角度和学员们一起探讨了
三江源社区生活垃圾管理与环

境保护的具体做法。
训练营期间，学员们还来到

地处扎曲河源头所在地甘达村
实地参访。 著名生态环保人士哈
希·扎西多杰以甘达村为案例，
向大家分享了他花 10 多年的时
间， 打造出的甘达村案例的故
事，和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考与
探索。

据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
会副秘书长马景介绍，考虑到学
员的实际情况，训练营安排了懂
藏汉双语的主、副班主任负责训
练营期间的日常工作和小组讨
论期间的引导工作。

经过理论教学和案例分享
相结合，探讨交流和实地观摩相
结合的培训，学员们的认识与态
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保护三江源不用用工资来
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要做
的事情。 ”昂扎表示。

“为了三江源更美，为了祖
国更美。 我们愿意守护好这篇土
地和家园， 这是我们共同的母
亲。 ”永藏强调。

“培训班旨在提高巡护员对
自然的理解，加深对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意义及工作意义的理解，
提高巡护员业务能力，增进巡护
员间的情感。 目前看来，取得了
预期效果。 ”在发给项目工作人
员的微信中，郭光普这样写道。

“这次专家培训管护员，是
一级培训， 我们还要有二级、三
级培训，让参训的管护员把所学
带回家乡，传授给牧民。 我们希
望能够促进生态管护员队伍职

业化、专业化建设，更好地服务
国家公园建设和国家生态保护
工作。 ”马景强调。

从三江源到黄河尾

“此次训练营最大特点是抓
住了生态管护员这个群体，通过
公益组织连接了社会资源，将政
府、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
整合起来，真正实现了国家公园
体制建设的全社会参与。 ”哈希·
扎西多杰表示。

实际上，此次训练营是中国
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发起的“心
系母亲河 养护三江源” 大型生
态公益项目的一部分。 项目采用
一加一结对认亲的方式，正在动
员全社会参与三江源养护行动。

按照项目设计， 捐赠 5000
元，可结对资助一名三江源的生
态管护员，进行专业化、职业化
培训，提高他们生态管护专业水
平和美好生活建设能力。 捐赠者
还可以通过随机结对，交一个三
江源的朋友，认一门藏族亲戚。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
事长兼秘书长汪文斌表示， 项目
核心是“育人”，即通过育人，提升
生态管护员的综合能力， 从根本
上保障三江源的生态养育； 机制
是“结对”，即一加一资助，结对认
亲的参与方式；价值是“补偿”，即
利益、生态、情感的补偿。

项目已经得到了社会的积
极响应。

“我离你很远，相距 2500 多
公里。 但你离我很近，我们祖祖
辈辈喝的黄河水，就从你的脚下
流到我们家，可以说，我天天见
你。 ”训练营结业仪式上，项目捐
赠人代表郑杰以视频的方式发
表了自己的感想，“我家珍藏着
一瓶采自三江源头的水， 看到
它，就如同见到圣洁美丽的黄河
源头，虽然我们距离很远，但生
活息息相关。 ”

学员们同样以拍摄视频的
方式，表达了“守好水源、护好家
园”的决心，并热忱邀请和他们
结对的亲戚到他们这来走走。

“项目通过下游公益捐赠反
哺上游管护员，通过育人，进而
养育生态，是生态补偿机制探索
的好案例。 ”玉树州委、州政府副
秘书长，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书记、副主任
扎西表示。

目前， 训练营已经结束，学
员们又回到了生态管护的岗位
上。 按照训练营的要求，他们将
把学到的知识技能、感受到的善
意和爱心通过在地的二次培训
传递给身边跟更多的管护员和
牧民。

“心系母亲河 养护三江源”
项目的脚步并未停止， 新的工作
正在酝酿实施———吸引更多的参
与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提
出更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我们希望更多人加入我
们，爱心养护中华水塔，万众永
续民族血脉！ ”汪文斌强调。

� � 冬虫夏草、水母雪兔子、龙胆花、高山杜鹃、红景天；藏
铃羊、普氏原羚、雪豹 、野牦牛 、棕熊 、高山兀鹫……

拥有丰富动植物资源的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亚洲水塔’之称。

因为有着独特而神秘的自然风貌，这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但由于海拔高、辐射强、气候变化大，一般人很难在这里长
期驻守。 脆弱的生态环境需要守护，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此设立
了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让当地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

生态管护员们通过日常巡护、监测，有效保护了三江源地
区的生态环境。 但从牧民到生态管护员，对于平均学历只有初
中的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9 月 16 日至 9 月 20 日， 一场针对生态管护员的培训在玉
树举行。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三江源生态管护员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首期主题训练营’，为他们带来了水源地保护、高原巡
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技能和知识。

这次培训是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心系母亲河 养护
三江源’项目的一部分。 项目旨在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管护员进
行培训 ，提升他们的专业化 、职业化能力 ，更好地保护生物宝
库，保护水源和生态屏障。 ‘生态管护员们守护三江源，而我们
则守护他们。 ’

形式丰富多彩的培训

生态管护员的巡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