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球北纬35度附近，许多地
方是沙漠戈壁，荒漠旱地，而这里却
湿地辽阔、林草丰实、水源充沛，发源
于这里的大江大河，滔滔向东直达太
平洋，迢迢南下直抵印度洋，水流所
及之地养育着地球上超过20亿人。
这里是万水之源，万山之宗，是目前
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青藏高原，一个非常奇特的地
方。这里年降水量甚微，西、北部及
腹地的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与同纬
度的沙漠干旱之地相差无几，却湖泊
众多，蓄水量惊人，有大小湖泊1500
多 个 ，占 到 全 国 湖 泊 总 面 积 的
49.5%。这里壁高风劲，雨少氧薄，却
森林成片，乔木林立，仅西藏一地的
森林蓄积量就相当于芬兰一个国家
的总量。这里还是我国湿地面积最
大的区域。

“这里是值得中华民族庆幸和感
激的地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政策法规处小吕说，“青藏高原具有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度，
2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面积，居于大

气对流层最活跃处，以自己强大的热
力和地形动力作用，深刻影响着东亚
大陆、南亚次大陆、中亚与西伯利亚
广大范围内的天气和气候。”他解释
说，如果没有林草湿地水源的存在，
而是像同纬度的许多地方一样干旱
沙漠化，沙尘将很容易顺着地势和西
风输送到我国许多地方，包括东部地
区，由此，许多地方的绿洲和鱼米之
乡就可能不复存在。

青藏高原生态建设事关全球，从
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
到，中国政府多年来在青藏高原部署
实施了类型多样的生态保护工作，先
后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我国第一
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改革试点自
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目前青
藏高原已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 155
个，占我国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57.56%。同时，在青藏高原建立了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以及森林、草
原、湿地生态效益等补偿机制。“十二
五”期间投入253.12亿元用于青藏高

原农村饮水、水土保持、牧区水利等
工程建设，实施小流域生态综合治
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等工
程。在西藏实施了雅鲁藏布江、怒
江、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狮泉河

“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在青
海实施了祁连山、青海湖、三江源生
态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

经过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生态
环保取得显著成效。与 2004 年相
比，长江、黄河、澜沧江年均向下游
多输出优质水58亿立方米。高原各
省区已基本构建了以水电、太阳能
等为主体的绿色能源体系。用绿色
能源不断替代化石能源、林草生物
质能源使用，建立了有益于生态环
保的长效机制和物质基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青藏
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向世
人宣告，目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整体
良好，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野牦牛等38
种，占全国一级保护动物的36.7%；二
级保护动物大头盘羊、香獐等85种，
占全国二级保护动物的46%。此外
还有冬虫夏草、红景天等特有珍稀物
种，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重点保护地区。

“遗憾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
我国一度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受损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西藏双湖县
公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罗布对我们说：

“在青藏高原，盗猎藏羚羊现象一度
极其严重。有近百万只藏羚羊的青
藏高原，曾经濒临灭绝边缘。”

罗布介绍，为了遏制猎杀暴行，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公
安、林业、环保系统和武警西藏、青海

森林总队等单位，连续多年开展了一
系列打击和武装震慑非法盗猎活动
的亮剑行动。与此同时，青藏高原各
地涌现出了许多环保英雄人物。曾
经担任青海治多县副书记的索南达
杰和西藏尼玛县森林公安民警罗布
玉杰，忠于职守，舍生忘死，与盗猎分
子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成为无数人
崇敬的英雄。

放眼今日高原，能够告慰英雄
们的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较好地
得到了恢复和保护——

仅羌塘高原的藏羚羊已恢复到
了 20 万只以上，野牦牛恢复到了 1
万多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已成
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越冬数
量约占全球黑颈鹤总数的80%。国
际上认为早已灭绝的西藏马鹿被重
新发现达到近千只。

鉴于藏羚羊的恢复现状，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已宣布将藏羚羊的受
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可可西
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

较好的保护，与这里敬畏自然、尚善
爱美的文化传承有关系。在青藏高
原，人们特别敬畏高山湖水，将许多
山湖视为不可侵犯之地。在青海玉
树等地，人们饲养的牦牛每头都有
自己的名字，将其视为家人。在西
藏林芝等地，人们特别看不起宰杀
牲灵的人，会坚决反对自己的后代
与宰杀牲灵者的后代结婚成亲。在
青海果洛，人们视许多植物为治病
良草，认为一个巴掌按下去手下至
少会有7种治病的植物。在西藏的
许多地方，时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
在人们的生活区自由地行走，成群
的水禽游鱼在清澈的河水里自由漫
游。这里的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生
命生来平等，一切生命应该和谐共
存。

与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等
国家接壤的青藏高原，处在推进“一
带一路”重要战略位置的高原人民，
如今又在加强环境监测、清洁能源
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等国际协作方
面迈开了重要步伐。明天的青藏高
原，一定会景更美人更好，山更清水
更秀！

据央广网

青藏高原：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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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独特

很多人说，只有到过阿里，到
过札达，到过那些峡谷纵横的边
远地带，才会理解为什么古代象
雄王国会以“夏琼”（大鹏金翅鸟）
为图腾，似乎只有借助“夏琼”的
翅膀，阿里那广袤苍凉之地上的
深沟险壑才会尽是通途。

一座座泥质的土山，茂密如
林海。黄沙与泥石形成褶皱形的
肌理，阳光之下，金黄灿烂，如武
士的甲胄，僧人的衣袍，我们的行
走，则如同在这荒芜而又充满盎
然生机的阿里高原上，倾听着竖
琴那悠扬的曲调，和大地深处的
节奏。

土林形成的最初门槛

科学的解释系统里，札达盆
地所在的北喜马拉雅地区，在前

寒武纪就沉积了一套砂质和粘土
粉砂质、碎屑岩类的建造。到了
古生代，这里还处于陆表海的环
境，也就是说那里还是一片广阔
的海洋。

到了晚白垩世，海水由深变
浅，出现海退，到了末期，札达完
全上升成了陆地。

到了第三纪始新世，
印度板块同冈底斯
陆块发生碰合，
由此形成了印
度 河 —— 雅
鲁藏布江缝
合带。在第
三纪上新世
至 第 四 纪 早
更新世一边断
陷，一边接受沉
积，形成了厚达 800

米的河湖相沉积
地 层 —— 札 达
群。

第四纪下更
新世札达盆地经
过高原剧烈的抬
升 阶 段 ，加 速 了
南部位于印度境
内的萨特累季河
的 向 源 侵 蚀 ，进
而发展成切穿分

水岭与札达盆地相通，湖水迅速
外泻，而象泉河的向源侵蚀到达
门士附近后，经历巨大的洪水和
宽谷段的大面积堆积之后，开始
对札达盆地强烈下切和侵蚀，使
札达群受到强烈切割，随着一些
支流和冲沟的逐步发育，出现了

象 泉 河 两 岸 的 土
林地貌。

气候和其他条件的持续包装

札达的降水量小，而且一般
集中于 6 到 8 月份，从而使得一年
中大多数时间处于干燥状态。仅
有的几次大雨或暴雨，具有较强
的打击作用，将对地面产生击溅
侵蚀。平地的击溅使土体分散，
同时底土压实，从而减少渗流，增
大径流。对于坡面的击溅，将引
起坡面物质的不断迁移并产生紊

流形成细沟，进而随着侵蚀的加
大，成为切沟，有的水动力作用较
强形成竖沟，使土林分布区面状
洗刷作用和下部线状切割作用异
常强烈。

札达盆地的日照时数长，蒸
发大，地表渗入条件差，地下含水
层富水程度低，地下水埋藏很深，
毛细空隙上升高度到达不了地
表，增大了土林的固结程度，使用
起立的土林不发生重力坍塌，一
些高度达到百米以上的土林，得
到完好的保护和整体的稳定。

古人逐土林而居并成就艺术辉煌

一座座泥质的土山，茂密如
林海。黄沙与泥石形成褶皱般肌
理，阳光之下，金黄灿烂，如武士

的甲胄、僧人的衣袍、高原的竖
琴，似乎只有借助“夏琼”的翅膀，
阿里那广袤苍凉之地上的深沟险
壑才会尽是通途。

其实最让人震惊的，还是这
土林之中隐藏的大量的洞穴遗
址，这些洞穴的中心区，北起曲
松，南到达巴、东坡，西至萨让，东
到噶尔，包括了象雄的故都穹隆
银城以及古格时期最著名的札布
让、香孜、多香等众多遗址。

在近千年的岁月里，它们经
历过王朝的盛衰，最后渐渐与身
后土黄色的山丘浑然一体，消隐
于世外。如今，惊叹于其蜂巢般
绵延的建筑群和石窟里精美绝伦
的壁画，越来越多的人正试图走
近它，领略它蕴含的沧桑与美丽。

据《西藏人文地理》

人与自然共生

生物多样性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