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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众通过电能替代和清洁替代，主动参与生态
优化，将是加快祁连山恢复“绿水青山”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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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历

时半年，歼敌25000余人，有力策应了

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同时，西路军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在祁连山

一带留下了悲壮卓绝的记忆。

西路军的失败，除了敌我力量悬

殊、时局突发变故等原因，地形地貌

不利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据幸存者回

在中国的版图上，祁连山应该被

永远铭记，因为这里留存着一段红军将

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

1937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九军、三十军共

21800多名将士，奉令从甘肃靖远县渡

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

队伍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在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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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内的
浮雕，再现了当年西路军英勇奋战祁连山的
悲壮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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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后，一首匈奴民歌逐渐流传开，里

面有两句就提到祁连山：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

妇无颜色。可以想见，匈奴人对失去物

产丰富的祁连、焉支两山是多么痛心疾

首！

事实上，不止祁连山和焉支山，

祁连山脉一共包括七条大致平行的山，

分布在东西长500~100公里、南北宽

300~500公里的范围内，大都物产丰

富，当地人喜欢称其为“万宝山”。但

直到新中国成立，人们对祁连山脉的研

究无论在地质上还是地理上都基本属于

空白。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组织了地质队，开始对这里的资源情况

进行详细研究，并有了惊人的发现。

首先是水资源。祁连山脉处于青

藏高原的东北部, 也是青藏高原向黄土

高原的过渡地带。山脉海拔高度大多

在3500米以上，山峰则多在5000米以

上。来自祁连山区的丰富降水和雪山

融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河西走廊，灌

溉着广大田地，养育了周边地区以及

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居民。此外，北坡

与河西走廊的相对高差平均在300米以

上，让山区很多地方具备开发水能的

条件。

其次是矿产。祁连山脉蕴藏着种

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藏，发现和探明

的矿产超过30种。即便到今天，这里

的资源种类和规模仍然可观。《祁连

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显示，这里拥

有包括铁、锰、铬、铜在内的15种金

忆，西路军当时主要的行动区域集中在

祁连山北部的狭窄区域，南临大雪山，

北接大山和沙漠，不利于隐蔽。

复 杂 的 山 地 影 响 了 西 路 军 的 命

运，却未能阻挡住资源开发者的“入

侵”。在2017年前，对资源能源的无

序开发，一度让祁连山的“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受到严重威胁。

 

西部绿岛  富含万宝
很多人对祁连山的印象都来自一

首名歌。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驱走

属矿产以及包括萤石、石灰石、石英

砂、硫、粘土、石膏在内的20种非金

属矿。能源资源则包括煤炭和油页岩，

特别是煤炭，分布广、储量大，多是无

烟煤和褐煤。

除了矿产和水源，祁连山区更重

要的资源是植被。虽然地处干旱的西

部地区，但植物在此的生机并未受到影

响。在整个山区范围内，曾遍布原始森

林、高山草甸、高山灌丛、高山草原。

这些资源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生态系统，

也是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难怪有人会把祁连山区比喻为西

北地区的一座“绿岛”，它阻断了周

边沙漠和荒漠的侵袭，也调节了区域气

候，实现净化空气、防风固沙、保障流

域生态安全。一旦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水蚀和风蚀的综合作用就可能产生裸露

沙地，不利于山地生态系统、环境以及

山前平原居民生产生活，并增加极端天

气爆发的风险。

 

砍伐不断  开发尤甚
但遗憾的是，从汉朝开始，人们

对“绿岛”的大规模砍伐就已经开始。

河西建郡后，汉武帝在此实行了

屯垦政策。随着大规模移民的到来，祁

连山区绿洲地带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砍

伐，以便开垦耕种，而树木则被用作建

筑材料和主要燃料。

到了唐代，河西地区的人口成倍

增长，对祁连山区的开发也远胜以前。

而树木的用途，也从之前的主要用于生

活，拓展到了修筑渠堰、建造佛寺。丝

位于张掖肃南县的红湾寺。祁连山北麓人文
气息深厚，始凿于魏晋时期的寺庙，保存有
价值极高的雕塑，与优美的祁连山风光、浓
郁的裕固族风情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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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规模的生态治理与修复。除了叫停

违规煤炭和水电的开发，当地有关机构

还对现有项目进行整改和生态优化。

在煤炭资源丰富的肃南县，当地

政府采取回填矿井、清理废渣、拆除闲

置院舍、覆土播绿、围栏封育等措施。

在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保证生态流

量下泄，水电站对溢洪道的闸门进行了

绸之路空前兴盛，更是让佛教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在此前修凿的基础上，河西

各地建窟之风大盛。而工程越浩大，所

需木材就越可观。据记载，由于对森林

的砍伐过于严重，山区的水源受到了影

响。

明朝后，河西走廊又一次被大规

模开发，人口大量增加。也是从这一时

期开始，人们对祁连山区的开发已经从

半干旱的浅山区向高海拔的中山区延

伸，这不仅使山区本身生态环境恶化，

对绿洲地区的农牧业发展构成直接威

胁，而且影响植物对气候、水源的调节

能力。

过去10多年中，祁连山区受到的

影响主要来自于两类能源的开发。一是

来自对煤炭的低水平开发。技术装备水

平低、重开采轻保护、环境保护措施不

力等问题，使得这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形势严峻。

2017年中央督查组专项督查核

实，保护区共计设置探矿权、采矿权

144宗，其中有14宗为2014年10月国

务院明确保护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

延续的，部分涉及保护区核心区和缓

冲区。

二是来自水电的无序开发。不少

水电站高强度建设，并在设计、建设和

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虑不足，导致部分

河段出现水量减弱甚至断流现象。不仅

如此，水电站产生的垃圾和危险废弃物

未能妥善处置，对环境存在长远影响。

2017年后，甘肃相关地市采取一

系列铁腕措施，开启了有史以来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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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丹霞，数以千计的悬崖山峦全部呈现出
鲜艳的丹红色和红褐色，相互映衬各显其
神，展示出“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奇妙
风采，把祁连山雕琢得奇峰突起，峻岭横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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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公众的理念，就先要让公众习惯绿

色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绿色用能方式。

在 国 际 很 多 成 功 的 生 态 修 复 案

例中，解决用能问题都是设计者首先

考虑和落实的，因为只有把能源优化

和低碳生活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才

能产生长效机制，实现“绿水青山

才是金山银山”的目标。比如在英

国绿色城镇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除了大量使用清洁能源，

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更换老建筑

的外层保温材料，推进智能化能耗监

测设施，让低碳节能可见、可触。同

时，这里实施居民责任制，所有居民

都签定了低碳生活准则的协议，让低

碳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在祁连山的生态修复中，能源优

化正是重点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国

网甘肃电力推进的电能替代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祁连山区，其发挥电能替

代安全、环保、绿色、经济的比较优

势，加大直购电规模，在祁连山区武

威、张掖、金昌、酒泉及嘉峪关五地

市进行直购电交易51.59亿千瓦时，通

过市场化方式扩大新能源替代自备电

厂规模，2019年将组织30亿千瓦时的

新能源替代自备电厂交易，积极推广

新能源电力清洁供暖技术。

根据地方政府关于涉及祁连山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农牧民全

部“下山入川”的要求，国网甘肃电

力及时配合政府部门制定相应保障方

案，投资进行配套电网建设，实现三

相动力电覆盖，保障移民区生产、生

改造处理。比如龙首二级水电站，就在

闸门下面间隔安装了多个相同高度的金

属垫块，可以保证闸门不完全闭合，

24小时持续放水。

 

生态修复  能源先行
曾有规划领域的学者把生态修复

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受损生

态系统的乡土植被进行恢复；第二个层

次是考虑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可持

续性、生态文化等因素，营造生态系

统；第三个层次是构建和谐的人居环

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过去两年，甘肃通过清理项目、

关停关停企业，初步实现对植被恢

复，同时通过实行矿权注销、经济补

偿等措施，优化了生态系统。在这过

程中，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下文简

称“国网甘肃电力”）开展项目梳理

和环境治理，对位于祁连山自然保护

区试验区外围地带的塔基，通过塔

基覆土、播撒草籽和安装防护网等方

式，主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为了减少和避免对环境的影响和

破坏，国网甘肃电力在电力工程建设

中，避让规划区、文物保护区和自然生

态保护区，采用高跨方式通过集中林

区，山区线路采用全方位长短腿铁塔、

高低柱基础设计，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

的影响，同时选择节能环保金具，降低

电能损耗、减少噪音。

当下，对于祁连山生态环境的修复

正在进入第三个层次，即从对生态自然

的修复转移到对居民理念的转变上。要

活用电需求，对搬迁后无需供电的线

路，采取边搬迁、边拆除、边利用的

方法，并认真开展电网设施拆除后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移民搬迁后

原有生态得到恢复。

2019年，国网甘肃电力在祁连

山北麓的金昌，开展浅山区清洁能源

替代，推进煤灶改电、清洁取暖改造

工作，目标是今年完成土炕改造8800

户，整个祁连山区将实现集中清洁供

暖交易电量1.96亿千瓦时。同处于山

区的张掖，则在全域旅游、市民出行

等能源应用领域推行清洁电能深度替

代，实施电动汽车畅行工程，强化绿

色公交配套电网接入和充电设施建

设，依托旅游资源建成七彩丹霞全电

景区。同时，国网甘肃电力注重在移

民新村、新农村建设等过程中加快推

动家庭电气化应用，培育居民新型电

力消费习惯，积极推动电空调、电冰

箱、电磁炉、电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的

普及使用，提升当地城乡居民的生活

幸福指数。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甘肃考察期间，听取祁连山生态环境修

复和保护情况汇报。他指出：“保护好

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生态安

全、对推动甘肃和河西走廊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

越来越明显。”可以想见，让公众通过

电能替代和清洁替代，体验并主动参与

生态优化，将是加快祁连山恢复“绿水

青山”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