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在滇池边的湿地公园享受愉快的周末时光。
记者 汤寒锋 摄

本报昆明电 （记者 汤寒锋）一艘
艘仿古战船缓缓驶过滇池水面，微风吹
来，水面荡起一道道涟漪。7月21日，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采访团的记者们登上古滇战船驶入滇
池，清清的滇池水、水天一色的高原美湖
景色便将一行人深深吸引。

“滇池是世界关注的高原湖泊，是长
江上游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云贵高原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昆明的
母亲河。”对于滇池现在的样子，昆明市
副市长吴涛感触很深，因为20多年前这
颗明珠也曾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吴涛说，上个世纪70年代，昆明人
“向滇池要粮”，大举围海造田，缩减了滇
池水域和湖滨生态湿地；80年代末开
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城市规模扩大、
人口增长导致入湖污染负荷迅速增加，
滇池水质急剧恶化成为劣五类水，在90
年代初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
一。

“20年前，我们都不愿意到滇池边
来散步，因为水是黑绿色的，一走近就会
闻到一股臭味。”63岁的昆明市民陈清
这样告诉记者，当年滇池的严重污染一
度成为昆明人心中永远的痛。

为了让高原美湖重返人间，对滇池
进行抢救性治理被列入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标志性工程。从“九
五”以来，滇池治理连续被四个五年计划

纳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规划，在“遏制增
量污染”的同时“消减存量污染”，收到了
明显的治理效果。

近年来，昆明市进一步转变滇池治

理理念，全面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深化
河长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

“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滇池离它本
来的面目越来越近。

经过持续20多年的艰苦努力，滇池
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湖体水质企
稳向好。水质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
1—5月，滇池草海透明度平均值为0.79
米，水质类别为Ⅳ类，与去年同期比较，
水体透明度上升24.1%。

今年，昆明市全面打响滇池保护治
理“三年攻坚战”，力争2020年滇池草
海、外海水质全面达到IV类。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随着滇池生态环境的改善，生物
多样性增加，水生植物种类达到 280
种，鱼类达到23种，鸟类达到138种，
濒临灭绝的国家珍稀鸟类彩鹮及白眉
鸭在滇池出现。

正值周末，滇池边的捞鱼河湿地公
园游人络绎不绝，人们漫步亲水栈道，静
看流水潺潺，欣赏多样植物，聆听林间鸟
鸣。陈清也约了一帮老朋友来到这里散
步，她满怀喜悦地说：“那个记忆中美丽
的滇池又回来了！现在水清了，景也美
了，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家人或朋友来这
里游玩。”

坚持治理20多年

“高原明珠”滇池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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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7月9日电 （记
者 刘良恒）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革命老区湖南浏阳，涌现了许多
革命志士，第一任浏阳县委书记潘
心元就是其中的一员。

潘心元，又名潘心源，1903年
1月 24日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丰裕
伍佳渡（今浏阳市永安镇丰裕社
区）。潘心元自小思想活跃，1921
年夏，他考入长沙市岳云中学，与田
波扬等同乡创办“浏北新民社”，出
版《新民》社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
想。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派
潘心元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作
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协助夏明翰建
立浏阳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6年 10月，潘心元主持召
开中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建
立中共浏阳县委，任书记。1927年
2月，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浏阳工农
义勇队，任党代表。同年四五月间，
潘心元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
大，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武装工农
的主张。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
生，湖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潘
心元对妻子说：“我的头是钢铸铁浇
的，对革命是至死不移的。”“革命不
成功，我是誓不罢休的。”

马日事变发生后，潘心元率领
近万名浏阳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斗
争。1927年 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出席了毛泽东在安源召开
的秋收起义军事会议，被任命为工
农革命军第三团党代表。在陪同毛
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途中路遇国民党

地方武装，他机智勇敢地掩护毛泽
东脱险。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
心元留在平江、浏阳、醴陵地区组建
游击队，与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
起组织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任
湘东特委副书记，带领游击队支持彭
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同年冬，他
任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部长。

1929 年，潘心元任中央巡视
员，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
神。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
六军总前委常委，曾任红三军代理
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
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战。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
党中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
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
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
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
南红十三军政委。1930年12月，
因叛徒出卖，潘心元在浙江省玉环
县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年仅
27岁。

潘心元：对革命至死不移

据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21 日电
（记者 范世辉）“一个没有英雄的
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有了
自己的英雄而不去崇拜、学习更可
悲。郭隆真是我们家乡的英雄，我
们要一代代人去传承学习。”河北省
邯郸市大名县金北村村民戴俊君经
常把这句话讲给到英烈郭隆真的故
居参观学习的学生们。

为了纪念郭隆真，弘扬革命先
烈精神，戴俊君创作了长篇革命先
烈郭隆真史诗《隆真颂》，今年清明
节在《邯郸日报》整版刊发。《隆真
颂》以充满乡土气息的叙事方式，回
忆了郭隆真的革命生涯，记录了当
地传承郭隆真精神所做的工作。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回族，
1894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1913
年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
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邓颖超、
刘清扬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600多
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等领导的
觉悟社在天津成立，郭隆真成为其
中的重要骨干。

1920年，郭隆真和周恩来、张
若名等190多人一起赴法勤工俭
学。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与李富春、
蔡畅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1925年回到北京，在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特别市
党部任妇女委员会委员，负责对城内
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并联系女学生
的工作，主办进步刊物《妇女之友》。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
杀害。身在北京的郭隆真处境危险，

但她仍镇定自若地坚持斗争。为了
掩护同志们转移，她不幸被捕。一年
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29 年
春，郭隆真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从
事工人运动，任哈尔滨中东路三十
六棚总工厂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满
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总结中东路工
人斗争经验时，称郭隆真是“工作上
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大姐”。

1930年秋，郭隆真奉派到山东
工作，任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等，主要任务是领导工
人运动。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
在青岛被反动当局作为“共产党重
要分子”逮捕。敌人对她施以各种
酷刑，威逼利诱，逼她说出党的组织
和她的任务，要她写悔过书。但她
始终坚贞不屈，严词拒绝。

1931年4月5日，郭隆真被绑
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敌人在行刑前
还不死心地对她说：“现在你只要说
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
郭隆真坚定地回答：“宁可牺牲，决
不屈节！”她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
义，年仅37岁。

郭隆真：宁可牺牲，决不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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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傍晚，在野外实地调研了一整天的
李雨晗准备收工回营地。就在这时，一
道熟悉的身影迅速从远处的山岩间掠
过。

这是李雨晗第11次目睹雪豹了。
2017年7月，李雨晗从北京大学毕

业后来到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在长江源头及澜沧江源头
周边进行长期的野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研。在去年10月的一天，她曾在当地连
续看到7只雪豹。

“雪豹一度被学界称为‘幽灵猫’，不
少人曾终其一生都难觅其身影。作为一
名生态科研工作者，我无疑是幸运和幸
福的。”李雨晗说，除雪豹外，2年来她还
多次在当地看到棕熊、草原狼等其他野
生动物。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位于全国前列，珍稀野生物种众
多。科研人员近年来的调研观测数据显
示，如今仅长江源头地区就分布有雪豹、
金钱豹、猞猁等10余种珍稀食肉兽类，
区域物种分布密度高于全球相关各保护
地的平均水平。过去7年，科研人员共
在这一区域捕捉到超百万张相关影像。

“随着人类活动加剧，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被不断压缩，呈现碎片化趋势，一些
珍稀物种已在我国不少生态保护地踪迹
难觅。”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博士肖凌云说，作为地区重要生
态风向标，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食肉动
物近年来能在长江源地区“兽迹频现”，
这足以证明该区域生态保护工作得力，
是我国目前兽类群落最丰富的区域之
一。

“丰富的兽类群落背后，是其赖以
为生的、数量众多的其他体型较小的野
生物种。”长期在长江源头地区进行野
外实地调研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
源项目主任赵翔说，如今在整个长江源
区，诸多食草物种的种群数量也居于较
高水平。

家住可可西里缓冲区的29岁牧民
卓玛加，近年来放牧时常能看到在草场
上进食的藏野驴、藏原羚、野牦牛等。它

们与家畜比邻而居，共享一片草原，对人
类的畏惧感很低，已成为当地牧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卓玛加告诉记者，2016年，他正式
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聘任的
生态管护员。平日热爱野生动物的他攒
工资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2年来已累
计拍摄到超1000张相关照片，巡护日志
本上记满了与它们相遇时的场景、时间
等详情。

其中，最令卓玛加印象深刻的是
2016年5月的一次奇遇。那天，卓玛加
通过镜头发现一只有孕在身的藏羚羊脱
离了队伍，在原地哀嚎、转圈。卓玛加怕
母羊葬身狼口，便赶着它向羊群迁徙的
方向走去，数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大部
队”。当时，母羊兴奋地向羊群跑去，到
半路却多次停下脚步，回望了好久。卓
玛加连连用“才仁罗加”祝福这只母羊，

恋恋不舍地离开。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

管理处专职副书记，玉树州曲麻莱县委
常委、副县长韩建武说，因过牧超载、气
候变化等因素，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曾于
上世纪末加速退化，区域草场面积与日
剧减，部分物种一度踪迹难觅。如今当
地生态系统及野生动物种群正迅速恢
复，这离不开牧民、科研工作者与政府近
年来的共同努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
说，长江源头地区生态地位重要，当地生
态环境状况关系到流域数亿人的日常生
活，与流域相关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息
息相关。为此，长江源区将持续扎实履
行源头责任，保护好当地包括野生动物
在内的一切生态资源，努力确保长江源
天蓝草绿，一江清水东流不息。

（新华社西宁7月21日电）

长江源头珍稀野生动物频现
区域内兽类群落丰富

新华社记者 李亚光 黄涵

草原管护员闹布桑周，搬离长江源
头已10多年，“人搬下来了，心还在山
上。”

“经常回山上看看，每次回去都要在
沱沱河边静静地待一会儿。”抿一口酥油
茶，闹布桑周口中有关“山上”的故事像
流水一样舒畅、自然而真切。

“山上是我们昔日的家园，也是长江
的源头。我们搬下来十几年，山上的草
长得好了，水也更干净了。我们的搬迁
是值得的。”闹布桑周说。

闹布桑周说的“山上”，是他出生和
长大的地方——唐古拉山镇，今年44岁
的他，30岁以前都在那里度过。

唐古拉山镇是长江源头所在。由于
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受超载放牧及气候
变化等因素影响，生态曾经退化。过去，
这里的牧民群众生活艰苦。

2004年11月，响应国家三江源生
态保护政策，包括闹布桑周一家在内的
长江源头7个村128户牧民，离开了世
代生活的草原，搬迁到了青海省格尔木
市郊，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新家
园——长江源村。

如今，走进长江源村藏式风格的大
门，干净宽阔的村道、红顶白墙的院落映
入眼帘。在村里的广场上，村民们时常
围在一起谈天说笑，非常热闹。

“取名长江源村，既有来自长江源头
的意思，也寓饮水思源之意。”长江源村
驻村第一书记秦大云介绍，目前，长江源
村共有245户、568名村民。

65岁的长江源村的老支书更尕南
杰是当年响应搬迁的第一人。他在长江
源头过了大半辈子的游牧生活，目睹了
过度放牧带来的草原退化，经历了几十
年的困难生活，也亲身见证了搬迁后城
市便利的交通、医疗、教育条件给牧民生
活带来的变化。说起10多年前的“背井
离乡”，他不但不后悔，反倒非常欣慰。

更尕南杰介绍，过去在山上时，一家
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帐篷里，靠养牛羊维
持生计，一年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搬
迁下来后，政府不仅通过开展培训推动
劳务输出、发展汽车维修和藏族服饰加

工等后续产业，而且实施草原奖补以及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政策，家家都有稳
定可观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草原上鼠害少了，野
驴、野马等野生动物多了，河道里也几乎
看不到垃圾了，以前干涸的小河里又有
水了。”更尕南杰说，和以前相比，看病、
孩子上学都很方便，尤其是孩子上学条
件的改善，直接影响了一代人。

2011年，闹布桑周夫妻先后成为草
原管护员，负责捡拾长江源头垃圾、巡查
草原鼠害、火情，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回到”故乡。他们每次从“山上”回来，
都要把“山上”的故事、草原的变化讲给
孩子们听。

闹布桑周说，给孩子们讲山里的故
事，就是要告诉他们长江源头的变化，以

后我们的子女也要继续保护那片土地、
保护长江。

46岁的仁青措今年5月新开了一
家超市，她给这个超市取名“格拉丹东综
合超市”，因为搬迁之前，她从家里就可
以看到长江的发源地格拉丹东山峰。这
个经营藏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超市，开
业仅两个月，就给她带来了1万余元的
收入。

“拿我们家来说，国家的草场补贴一
年有3.6万元，当草原管护员有一年有
2.1万元的工资收入，加上超市收入，生
活越来越好。”仁青措说，大家手上都宽
裕，村里的生意也好做。

秦大云介绍，长江源村现有172名
草原管护员、23名湿地管护员，每个月
工资都是1800元。此外，全村外出务工

的有75人，加上从事运输、汽车修理的
人，长江源村现在可以说“家家有产
业”。2017年，长江源村人均收入已经
突破2万元。

长江源村的变迁，是三江源生态保
护实践的一个缩影。自2005年启动实
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以来，国
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资
金累计超过了180亿元。而随着生态保
护项目的实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
呈现稳步恢复趋势。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的
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优良，
经絮凝、沉淀、过滤等常规净化处理即可
供生活饮用；2017年，这一地区向下游
输送水量超过600亿立方米。

（新华社西宁7月20日电）

长江源村话长江
新华社记者 马千里 骆晓飞 赵雅芳

据 新 华 社 武 汉 7 月 21 日 电
（记者 李思远）多轮洪水过境后，
三峡枢纽日前进入今年首次满负荷
发电状态。32台70万千瓦巨型机
组和2个5万千瓦电源机组总出力
2250万千瓦，日均可发电5.4亿千
瓦时。

7月以来，长江上游流域部分
地区降雨远超历史同期。5日、13
日，三峡水库先后迎来长江2018年
1号、2号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洪形
势，三峡枢纽精准执行国家防总和
长江防总防洪调度指令，积极利用
防洪库容拦洪蓄洪、削峰错峰，保障
长江流域防洪安全。

三峡枢纽还科学运用电站水轮

机组，将洪水资源转化为源源不断
的电能，以缓解夏季高温带来的用
电紧张形势。3日7时46分，三峡
电站34台机组实现今年首次全开
运行。19日8时7分，三峡电站总
出力达到2250万千瓦，实现本年度
首次满负荷运行。

截至21日8时，三峡水库入库
流量29600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
控制在30500立方米每秒，水库水
位为156.76米。三峡枢纽梯级调
度通信中心负责人赵云发表示，根
据目前上游来水情况和防总调度指
令，三峡电站满负荷发电运行状态
仍将继续，初步预计可以持续到29
日左右。

洪水过境后

三峡枢纽进入今年首次
满负荷发电阶段

23日5时“大暑”：多喝水常食粥，祛暑热待秋来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7月23

日5时零分，“大暑”节气将正式登场。专家提示，此时节是一年里最热的时
候，公众在饮食起居上，宜多喝水常食粥，晚睡早起适当午睡，祛除暑热待
秋来。 （据新华社）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长江源民族学校，五年级学生昂文卓玛（前中）和同学一起做课间操（7月
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