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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中旬，我怀着敬畏的
心情，再一次踏上了青藏高原的腹
地玉树。 这里是三江源的起点，也
是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不缺吃穿就缺电

玉树水资源丰富，著名的通
天河横贯全境，当地人把通天河
称为玉树的母亲河。脆弱的高原
生态和“三江源”核心区域，关系
着整个中下游地区生态，不允许
兴建大型的水电站。人稀地广的
空间特点，也使造价昂贵的输电
线路无法甚至难以覆盖所有人
口居住区。

即使居住相对集中的县城
都不能保证天天有电。我们在玉
树称多县居住的三天中，就有两
天停电停水。该县发改局冶西尼
玛局长告诉我们：停电是经常的
事，因为电站规模小，难以负载
用电需求。 他还说这里的农牧
民，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缺电。

在称多县扎朵镇的红旗村，
我们遇到了看上去年纪偏大的
一位藏族妇女， 她挺着个大肚
子，藏族朋友翻译后我们终于明
白，这位藏族妇女得的是一种叫
“肝包虫”病。原因就是由于吃生
肉引起，再加上通过狗的唾液传
播，就形成这种病。据当地人讲，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原病，治疗并
不困难，但很麻烦。 需要等待包
虫成熟后才能动手术，这简直就
是一种煎熬。在向有关部门做反
映后，我们依然在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病的源头防不住，今后还
会有多少这样的病人呢？当务之
急要做的就是早日能够让牧民
用上电，使他们不再食用生肉。

因此，牧民对用电的渴望超
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们已经开始
试着利用太阳能来改变当前的
生活，有的牧民已经提前买好了
冰箱、洗衣机放在那里；有的已
经开始购买太阳能发电设备，准
备自己动手发电。但这一切还有
待于规范，看来仅为牧民安装上
太阳能还是不够的，毕竟牧民对
太阳能发电的建设和使用还存
在太多的不了解，所以我们希望
的是对牧民的培训或者是类似
“傻瓜相机”的“傻瓜太阳能”。

不同境遇的三个高原女孩

我们在玉树分别考察了称
多县和囊谦县建设太阳能的村
庄和学校，督查了玉树县下拉秀

乡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金太阳
援助工程”建设情况。在囊谦、玉
树、称多三个县我们分别遇到了
三个藏族姑娘。 一个是活泼可
爱、敢于交际的 8 岁女孩代青巴
措，一个是性格内秀、爱看书的
13 岁女孩索南永藏， 还有一个
是不知道年龄和姓名的女孩。

“代青巴措” 在藏语中是一
切平安的意思，她的家在囊谦县
城。代青巴措说县城的家里有电
灯、电视、电脑，比这里好。 我们
能够理解孩子说县城里好的意
思，明亮的电灯、好看的动画片、
电脑上的游戏， 所以她聪颖、乐

于交流、 善于表现是正常的，这
一切就是因为她接受的信息和
所受的教育。

“索南永藏”藏语是“夫妻聚
才”的意思，今年 13 岁，她的家
在玉树县结古镇的干达村。 2011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为这里
14 户家里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基本上解决了照明和看
电视问题。我们来到索南永藏家
时她正在帮妈妈炸油饼，好客的
索南永藏的妈妈把刚炸出的一
盆油饼全都端给了我们，索南永
藏也给我们倒上了热气腾腾的
奶茶。 由于是阴着天，帐篷里开
着太阳能发电的灯，索南永藏捧
着书在灯的下面，眼睛一会偷偷
的瞄我们一下，然后放下书笑盈
盈的再把热气腾腾的奶茶倒满
我们的杯子，然后又回到灯下看
书，也不多话。就这样大大方方、
笑盈盈，索南永藏不停的一会倒
茶、一会看书，我们已经喝的饱
饱的了。后来陪同我们的藏族同
胞告诉我们，藏族人招待客人的
礼节是杯子、盘子、碗子是不能

空着的。唉呀，我们哪里知道，一
个劲地猛塞猛灌是怕剩下浪费
了不礼貌。但我们记住了索南永
藏这个爱干活、懂礼节、喜欢学
习的藏族女孩。

第三个藏族女孩，我们实在
是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的
家在称多县清水河镇一个我们
开车开了很远的地方，这里是高
原草原的深处， 居住着三户人
家。每一家帐篷旁边都拴着两到
三只藏獒。

那个女孩就站在一只尾巴
高高翘起不停向前跃扑的藏獒
旁边， 我们无法靠近也不敢靠

近。这个女孩把自己包裹的严严
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对陌生
人充满着警惕和好奇。这里是高
原的深处，这里没有电，据说多
年后国家电网也难以到达这里。
他们吃的是风干生牛肉、点的是
酥油灯，这个姑娘也许还想像不
出电灯和电视的感觉，但是我相
信总会有一天，她会摘下头冠和
围巾，让我们看到她的容貌。

同在青藏高原、同处玉树境
内、同种文化习惯的三个藏族女
孩，因为“电”而使她们的给我们
的感觉截然不同。

三盏灯，能否照亮高原夜

这次上高原我们携带了几套
太阳能移动照明灯， 一是作为我
们在高原行动的应急之用； 二是
想验证一下这种灯在高原草原的
使用价值。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赠
送给玉树县下拉秀镇原武装部长
丹周才仁 8盏， 让他分发给下乡
的干部使用。 现在已经是下拉秀
镇党委副书记的丹周才仁由于忙

于工作一直没有反馈使用情况。
这一次我们决定亲自试验。 首先，
我们在称多县一户牧民帐蓬中进
行了试验，把 LED灯增加到 3W，
其亮度一下就达到了相当于 15W
节能灯的亮度。 对看书、写字、做
针线活完全可以满足。 第二，我们
对白天太阳能充电， 晚上使用时
长进行了测定， 结果要比在内地
的效率高出 10%。白天充电 4小时
就可以充足， 晚上使用时间可以
达到 6小时以上。

称多县发改局冶西尼玛局
长说， 这种灯对于牧民外出游
牧、寺庙和尚夜间巡寺、村干部
召集开会、学校老师备课查房非
常适用。 鉴于此，我们决定把带
来的移动太阳能灯赠送给具有
代表性和最需要的地方。

一盏赠送给了称多县扎朵
镇草原深处格新村的村长当珍，
村长表示一定要用好这盏灯，在
风雪夜照亮牛羊回栏的路，因为
去年大风雪吹丢了许多牛羊，有
了光它们就会以冲着亮走回来。

一盏赠送给一座藏地的寺
院。寺院的主持为我们虔诚地献
上洁白的哈达，说有了灯就不用
再用酥油灯在风雨天巡视寺院，
也不用担心防火安全了。

一盏赠送给了囊谦县教育局
的一名老师， 这名老师在学生放
假期间还在关心着新建学校的基
础建设， 每天晚上都要巡视工地
上的物料， 还要准备新学期的教
学计划，我们把灯送给他，希望他
能给更多的学生带来光明。

三盏灯能照亮高原的夜吗？
在我们考察的牧民中，有一户家
中有三件与电有关系的物件，分
别是一台收音机、 两个手电筒。
除此之外，能够照亮儿的就是几
盏酥油灯了。 这家人三代同堂，
进入帐蓬内，右侧中间是接待客
人的区域，靠里面是长辈居住的
区域。 左侧靠里是晚辈，一个刚
生了孩子不久的媳妇和婴儿就
住那里， 中间是两个 3 岁、5 岁
的孩子， 外侧是放置牛粪的地
方，帐蓬中间是取暖、做饭的炉
具。 我们在想，高原上像这样的
牧民家庭还有多少？多少盏灯才
能照亮这里的夜？

为了高原的生态、 为了牧民
的生活、为了可持续的发展，使高
原用上安全、清洁的太阳能，既是
中下游对高原生态补偿的义务，
也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责任。

（本文作者为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工作人员）

2012“企业公民日”
欧莱雅志愿者
向农民工子女献爱心

本报讯 6 月 1 日是 2012
欧莱雅（中国）“企业公民日”，
来自上海总部的数百位员工在
CEO 贝瀚青先生带领下，来到
宝山区惠民小学等多所农民工
子女学校， 通过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为数千名农民工子女送
去关爱。

今年的欧莱雅（中国）“企
业公民日”恰逢“六一”国际儿
童节，活动中，欧莱雅志愿者们
还向参与活动的农民工子女送
上精美的文具作为节日礼物，
并在活动现场的“爱心树”上写
下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

作为欧莱雅集团的年度盛
事，发起于 2009 年的“企业公
民日” 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全球
各地欧莱雅员工的积极参与，
2011 年， 欧莱雅全球共有 1.5
万余名员工参与“企业公民日”
活动， 通过各种形式的志愿服
务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

在中国， 欧莱雅已连续两
年将“关爱农民工子女”作为其
在上海总部的“企业公民日”活
动主题。 在上海总部的号召下，
欧莱雅亚太运营中心、 苏州天
美工厂、宜昌尚美工厂、北京分
公司等分支机构也于近期分别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企业公民
日”活动，向所在社区的农民工
子女、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送去
关爱。

（刘燕莎）

公益电影
《大爱无言》正式发行

本报讯 由北京北太平洋
国际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摄制、 著名青年导演张一鸣
执导的大型公益电影《大爱无
言》于 4 月 15 日正式发行。

电影《大爱无言》以来自江
苏省徐州市邳州的“梦之队”
（2008 年国际残奥会上，“梦之
队”夺得了 6 金 2 银 1 铜）成长
的环境、经历为蓝本，讲述发生
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故事。

著名演员彭玉、 孙宝光等
担纲主演， 其中孙宝光更是几
乎“零片酬”友情出演。 据闻张
一鸣就出生于影片故事发生
地，家中弟弟也是儿麻患者，对
电影故事原型中那些孩子和家
庭的心路历程感同身受。 为筹
措此片拍摄资金， 导演张一鸣
经过 4 年反复辗转， 终于获得
当前投资方对此公益电影的投
资。

虽经诸多波折 ，《大爱无
言》在导演、投资方和发行方
以及诸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首站在电影故事原
型发生地江苏省徐州市拉开
帷幕。 此外，此片已获共青团
团中央领导批示，作为今年学
雷锋、宣传雷锋精神的重要载
体之一，将在全国校园内广泛
推广。

（杜志莹 ）

■ 李承峰/文灯光照进高原牧区
在牧民帐篷中试验太阳能移动 LED 灯恬静大方，爱看书的藏族姑娘索南永藏 太阳能专家给僧人讲解太阳能灯的连接使用

孩子们期待着灯光照进高原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