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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30年巨变背后

科技“利剑”守护高原生态

玉树隆宝湿地 李根摄

从西宁出发，沿着黄河逆流而
上 500 多公里，抵达三江源。这一
路湖泊连片，河清水净，牧草丰茂，
时有鸟鹤嬉戏。

据当地人说，30 年前，这里是
另一番景象：湿地干涸、沼泽消失、
草场退化。30年的巨变，既得益于
科研工作者立足高原特色，用好了
科技这把“利剑”，也离不开基层气
象观测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守护。

三江源虽是河流之源，但却水
资源短缺。对于农牧业增产增收、
森林草原防火，以及湿地、河湖、沼
泽保护等来说，水的需求量又格外

大。在三江源，“水”的地位再怎么
强调也不为过。

从2006年开始，我省气象部门
在三江源地区开展生态保护型人
工增雨作业。“雨水多了，草茂盛
了，空气含氧量也有所增加，湖泊
数量增多，很多野生动物也经常成
群结队出现。”果洛藏族自治州玛
多县气象局观测员朱海成说，他在
这里驻守了十余年，见证了三江源
的生态变迁。

早在1997年，我省在三江源地
区黄河上游开展人工增雨科学试
验，在技术路线、作业模型、作业指
挥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近
年来，人工增雨技术不断提高、设
备也越发先进。

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副主
任王黎俊介绍道，针对独特的高原
环境，他们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
包括黄河上游河曲地区人工增雨
效能预评估试验技术、飞机人工增
雨效果的物理检验技术，以及人工
增雨效果数值模式检验技术等。

“向空中调水”，科学开发空中
水资源，可有效解决水资源不足问
题。科研人员突破了三江源云微
物理特性和液态过冷水识别这一
关键技术，实现“化云为雨”。

人 工 增 雨 技 术 为 生 态“ 护
航”。12 年来，三江源地区人工增
雨共增加降水量 577.19 亿立方米，
湖泊湿地面积扩大，水源涵养功能
逐步恢复。其中，“河源之地”扎陵
湖和鄂陵湖的面积分别增加了
5.69%和 10.68%，江河源径流量和
黄河上游水库库容也都有大幅增
加。

三江之源，天气气候的上游，
既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又是生态
环境的脆弱带。作为生态屏障，这
里在我国具有独特又极其重要的
地位。

“天气气候作为影响生态系统
和大气环境最活跃、最直接的因
子，其气候变化与高寒生态演变之
间存在着复杂密切的相互作用和
反馈机制，这一直以来是科学界普
遍关注和着力探究的重大科学问
题。”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肖

建设说，完善气候与生态气象观测
体系作为基础数据支撑非常重要。

积雪、冰川、草地、水体……
“管好”这些高原地区独特的生态
要素非常关键。省气象科学研究
所牵头建成了高寒生态与现代农
牧业气象观测试验基地体系，在
全省布设了很多生态监测气象站
点，实现了从数据接收到处理、动
态监测，以及监测产品生成的自
动化。

遥感数据重要，人的经验也同
样重要。选样方、测高度，目测牧
草覆盖度，剪草称重预估产量。果
洛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汪鑫说，
在每年 5 月至 9 月的牧草返青期，
他和同事就要到高原上进行牧草
监测，分析来年牧草长势以及可能
出现的灾害。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
以遥感观测为主，时刻监测着牧
草、雨雪、河湖、湿地等要素，以及
灾害灾情的“风吹草动”；以地面人
工监测为辅，“查缺补漏”遥感监测
不到的草地。这样的结合，既使得
观测数据更加精准，也进一步将观
测员从高寒恶劣的环境中解放出
来。

除了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三
江源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它
的守护者们。

从河南商丘到玉树，海拔从60
米升到了 4415.4 米。“刚来的大半

年，几乎没有一天睡着过。”42岁的
潘文中至今还记得 1993 年第一次
到清水河气象站时的感受。

清水河镇是跨越巴颜喀拉山
后的第一个乡镇，位于玉树藏族自
治州称多县，清水河国家基本气象
站是我省海拔第三高气象站。今
年是潘文中作为气象观测员的第
23个年头了，其中有22年他都在清
水河气象站度过。

那 里 含 氧 量 只 有 海 平 面 的
60％至 70％，一年只有冬春两季，
最低温度达零下 40℃。尽管环境
恶劣，潘文中和同事们要记录温、
压、湿等气象要素数据，维修保障
仪器、预报灾情……内容不多，但
却任务艰巨，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这些信息对当地交通安全、畜牧
业发展及生态保护意义重大。”潘
文中说。

“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些人
根本不愿来”，潘文中自嘲当年是
为“逃难”而来，“因为给了我工
作”。

我省共有54个基层气象台站，
但像潘文中这样的气象“老兵”并
不多。去年下半年，清水河气象站
也实现了全自动化无人值守，基本
不需要气象观测员了，潘文中他们

“下”到了海拔 3000 多米的称多县
气象局。

“没啥适应不适应，只要在站
上一天，就做好本职工作。”潘文中
说，能为三江源的保护出一份力，
就够了。

据《中国科学报》

人影技术
为生态建设“护航”

人工+遥感
把脉“三江源”

三江源的守护者们

怀揣敬畏，来看看青藏高
原最后亦即世界海拔最高的胡
杨林吧，来踏行一次别样的生
态之旅。一切，不仅仅是收录
一场高原之上的视觉盛宴，更
是穿过一丛丛似枯却又华丽盛
放的胡杨，感悟生命的坚强，
聚合更多对青藏高原胡杨的守
护力。

托拉海，一个让人并不耳
熟的地名。

托拉海，又名托勒海，蒙古
语，意为胡杨很多的地方。

在荒漠中，胡杨是唯一能
天然分布和成林的珍奇树种，
主要分布在中国和地中海周围
国家。中国的胡杨林则分布在
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和宁
夏五个省区境内。

青海的胡杨林位于柴达木
盆地，是分布在海拔最高的青
藏高原上唯一的胡杨林，距离
格尔木市区大约六十公里。一
路走来，沿途偶尔能看到低矮
的小村落，更多的是沙柳包。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去，心底里
更多是期待，有些焦急，总觉
得车速太慢。越野车上窜下跳
的，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看到
远处出现一片新绿的林子，同
伴告诉我，那就是胡杨林。抵
达目的地时，人都快散架了。

眼前是大片的芦苇，裸露
出来的沙土上，泛着白，一看
就是盐碱地。穿过芦苇丛，是

一条清澈的河流，这就是托拉
海河。这条河流发源于昆仑山
托拉海沟，每年只有在五月至
十月间，正值冰川积雪融化或
雨季，托拉海河才有生机，流
经此地时，自南向东拐了一个
大弯，滋养着青藏高原上唯一
幸存的胡杨林。

远远望去，金秋的胡杨林，
如同茫茫戈壁荒漠中，一团熊
熊燃烧的火焰，让我感受到了
生命禁区里，大自然的瑰丽和
生命的顽强。

穿行在胡杨林中，见到很
多年前砍伐胡杨后遗留下来的
木桩，以及零零星星新近枯死
的胡杨。我有些惊诧，“千年
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
年不朽”的胡杨，怎会如此轻
易老去呢！

回到西宁后，我请教了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的董得红先
生。先生告诉我，胡杨“千年
不死”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比
喻，这片在柴达木盆地如此恶
劣环境中幸存下来的胡杨林，
已与西面步步紧逼的流动沙丘
对峙了八百年，正面临自然死
亡的威胁。

从此，我开始对胡杨心存
敬畏，也心存疑惑，为什么曾
经“胡杨很多的地方”，如今变
得如此稀疏。

那年，我去格尔木开展工
作。这时，通往胡杨林的路已

经通了，开车去托拉海，只需
半个小时即可抵达，往来非常
方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一有机会，就前往托拉海，去
重新发现与认识青藏高原唯一
幸存的胡杨林。

托拉海地区海拔高度在
2730 米至 2813 米之间，这个高
度对高高的青藏高原来说，相
对是一片洼地。但相对新疆、
内蒙古等胡杨林集中生长区域
来说，却要高出近两千米。

而青海胡杨林生存环境之
恶劣，是无可比拟的。

在托拉海地区，年平均降
水量为 57.5 毫米，可年蒸发量
却在 2736 毫米以上，其赖以生
存的土壤也主要是灰棕漠土、
风沙土和盐碱土。在如此恶劣
的气候、地理条件下，胡杨的
生存环境可想而知，只能靠根
系根蘖繁殖，而一年到头，生
长期不足 90天。

在多次前往托拉海后，我
开始发现，托拉海河就像一个
刚学步的孩童。夏天冰雪消融
或雨季，水流通常较大，自昆
仑山中奔涌而来，流经此地
时，一时收不住脚步，便直向
胡杨林飞奔而去，直到撞上河
的北岸，才转过向来，倚着胡
杨林东去。可到了秋天或旱
季，河流如溪，温驯地沿着南
岸，忽东忽北的，最终走失在
戈壁滩上，或许，还能走远一

点，也无非是郭勒木德草原。
到了冬春季节，托拉海河就酣
睡不醒，悄无声息的连梦呓都
不曾有过。

眼前的场景虽如此，但从
历史散落的碎片中可以捕捉
到：青藏高原唯一幸存的胡杨
林也曾经繁华岁月。

值得庆幸欣喜的是，这种
状况在近些年来得以改善。

随着我省生态优先发展战
略的实施，格尔木生态保护力
度持续加大，人们的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沙丘移动速率有所
减缓。但不可忽略的是，受大
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托拉海
河的枯水期越来越长了，青海
最后的胡杨林，还能与沙丘对
峙多久？

如果我们失去这片胡杨
林，不但失去了胡杨家族许多
古老而有重要价值的遗传基
因，以及沙漠生态的生物支
柱，而且还可能使历经数十年
艰辛建起的片片绿洲和戈壁新
城，如同楼兰古城一样被淹没
在大漠深处。

当浮华远去时，戈壁大漠
中，依然能找寻到胡杨已经干
裂的断枝残根，那就是胡杨曾
经驻足的痕迹。

或许，叹息胡杨的远去，更
应该惊醒我们的心灵；拯救胡
杨林，便是拯救我们生存的家
园。 王浩摄

青藏高原最后的胡杨林
□ 文/肖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