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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砥砥砺砺奋奋进进的的五五年年
绿绿色色发发展展 绿绿色色生生活活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聂建江、王
博、多蕾)记者日前在甘肃省民勤县
采访时听当地群众说，10 多年前饱
受沙害，连村子都快保不住的号顺
村这几年红火得不得了，产业多样，
还搞起了旅游，家家户户住上了新
房，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1 .5 万元。
十多年前的号顺村是这样的情

形：春天空气里都是沙土的味道，夜
晚一场大风把刚种到地里的庄稼刮
得无影无踪，一年春播要补种好几
茬；房子被沙子埋了一半，羊踩着沙
子直接站上了房顶；不少村民离开
家园，废弃的房屋随处可见。上世纪
70 年代，号顺村有 1200 多人，当时
只剩下 500 多人。

号顺村之衰源于石羊河。石羊
河发源于祁连山，流经甘肃省武威
市凉州区、民勤县的绿洲，在河流最
末端形成青土湖，号顺村就在青土
湖畔。这里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
里沙漠的夹缝地带，民勤绿洲像个
楔子，扎在两大沙漠中间。上世纪
初，石羊河来水减少，青土湖水域逐
步萎缩，1959 年完全干涸，湖区形
成长 13 公里的风沙线。

现在的号顺村，路边两排柳树
像整整齐齐的仪仗队，村道旁是整
洁的民房。晾晒场上一大片一大
片，红的是辣椒、黄的是玉米，收获
的洋葱、土豆被整整齐齐码放在一
起，像大工厂里的原料库。

号顺村村支书王兴奎说：“什么是沧海桑田，看看号顺
村就知道了。”因为缺水，村上的土地被撂荒多年，现在种辣
椒、枸杞、茴香，亩产值三四千元。

王兴奎说：“号顺村的复兴，秘密就一个字：水。”
2007 年底，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启动，这项工程重

点是合理管理和利用石羊河水资源，全面落实“禁止开荒、禁
止打井、禁止放牧、禁止乱采滥伐、禁止野外放火”的措施。

2010 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当
年，干涸了半个世纪的青土湖重现碧波。7 年来，青土湖水
面持续扩大，形成 25 . 16 平方公里的水面，地下水埋深较
10 年前上升 1 米。

在民勤县西部和北部的风沙线上，连片的沙丘已经被
草方格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在沿沙区，成排的防风林挡
住了风沙的侵袭。民勤县副县长柴尔东说，目前民勤县人工
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29 万多亩，在 408 公里的风沙线上，建
成长达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带，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
漠的合拢南侵被民勤绿洲阻隔。

中国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2014 年民勤
县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较 2009 年分别减少 6 . 26 万亩、
6 . 76 万亩。当地气象部门统计，近 3 年民勤县年平均发生大
风次数为 10 次，沙尘暴次数为 1 次，也比以前大幅度减少。

有了水，环境好了，号顺村一年一个样。“土地活起来了，
人也来了劲头。”王兴奎说，2015 年号顺村流转连片土地，成
立了民勤县青土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08 名青壮年劳
动力变身成了企业工人，每人每月可领取 3000 元工资，再加
上政策性收入和土地流转费，号顺村一户村民的年收入在 8
万元至 1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 1 .5 万元。

号顺村还在谋划另一件新鲜事，利用沙漠、湖水发展旅
游业，目前已经小有成效，2016 年到号顺村旅游的游客达
到 5 万人，旅游收入 300 万元。虽然数字依然很小，但对号
顺村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

“号顺村的一衰一盛，让我们真正体会到‘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王兴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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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电(记者马千里、李亚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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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中华水塔”之称。近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优化、突破既有模
式、体制，这一地区生态保护建设进程持续加
快，植被覆盖率、水源供给量逐年提高，野生动
物种群迅速恢复，社会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保护格局初具雏形。

多措筑牢生态屏障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
态安全屏障，上世纪 70 年代起，受自然和人为
因素影响，这一地区生态加速退化。在青海省果
洛、玉树藏族自治州，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
扩张，不少河湖一度干涸。因水源涵养能力下
降，三江源地区每年外送 1 亿多吨泥沙，下游各
省一度水患频仍。

2005 年，我国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工程，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
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 183 . 5 亿元，初步
遏制了这一地区的生态退化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先行的青海省进一

步自我加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取消
对三江源地区的 GDP 绩效考核，将全省近
三分之一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开发区域，对
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的地区和单位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终身
追责”。

去年 6 月，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在三江源地区启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一地区将各类自然保护地和相关部门的
职能、人员进行功能重组，成立“大部制”垂
直统筹管理机构，彻底解决了昔日条块分
割、“九龙治水”等问题，生态管护效率大幅
提升。

增草增水成效显著

“通过不断优化、突破既有模式、体制，近
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建设进程持续加
快，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青海省发改委
副主任、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
说。

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
实施前的 2004 年相对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

地平均覆盖度增加 11 . 6%，牧草产草量每亩
增加 29 . 66 千克，荒漠化面积减少近 500 平
方公里；湿地增长近 5 成，现有面积超过 800
万公顷，位列全国第一。

李晓南介绍，因植被、土壤水源涵养能力
提升，目前三江源地区每年可向下游多输送
近 60 亿立方米的清洁水，年输出量超过 600
亿立方米，水质长期达到优良标准。

近期，记者来到昔日生态退化较为严
重、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
看到不少一度“斑秃”的黑土滩再度披上绿
衣，远处的湖泊群宛若点缀在草原上的蓝宝
石，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千湖美景”重现
眼前。

“草高了，河水大了，野生动物也都回
来了。”玛多县扎陵湖乡牧民曲加说，如今
在扎陵湖畔，随处可见的斑头雁、赤麻鸭、
藏野驴等野生动物追逐嬉戏、自由觅食、怡
然自得。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加速草场植被恢复进程，2005 年至今

三江源地区超过 70 万个牧户主动减少了牲
畜养殖数量，步入集约化经营的畜牧业发展
新路。与此同时，一些牧民彻底放下牧鞭，在
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端起“生态碗”，吃上了
“绿色饭”。

牧民才多家住果洛州久治县索呼日麻
乡，前年他开起了“牧家乐”，为过路游客提
供食宿，年均收入超过 3 万元。“春天一到，
挂外省牌照的汽车就络绎不绝，游客都是冲
着冰川、雪山、湖泊和野生动物来的。”才多
说。

一些牧民以生态保护为主业。29 岁的卓
玛加是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多秀村的牧
民，去年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聘用的生态管
护员后，他肩负起园区日常巡护、辅助监督执
法、生态监测等职责，完成绩效考核后每月可
获得 1800 元收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越来越多人已
慢慢明白这一道理并付诸行动。”卓玛加说。
如今行车于三江源地区，国道两旁随处可见
牧民背着编织袋捡拾垃圾。不少外地志愿者
也利用假期投身当地生态环保，为保护三江
源的绿水青山“添砖加瓦”。

“中华水塔”再披绿，牧民端起“生态碗”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不能让洱海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云南古生村生态建设见闻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记者王长山、丁
怡全)泡上一壶茶，坐在挂满果实的梨树下，望
着眼前碧波荡漾的洱海，白族村民何利成显得
十分惬意。

他自家经营的客栈为了保护洱海暂时关
停。“5 个月来，损失不少。但如果洱海被污染
了，苍山也不绿了，那损失可就无法估量了。”何
利成说。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何利
成的家乡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
镇古生村，村子背靠苍山，面朝洱海，风情浓郁，
景色秀美。

“前些年，村子里还有些不好的现象。”提起
过往，古生村党支部书记何桥坤直摇头：基础设
施落后，村民环保意识相对较差，乱扔乱倒垃
圾、公共场所打晒农作物，村民无序建房等现象
也很多。

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古生村过去
的情形也是洱海畔众多村落曾经的写照。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洱海流域污染负荷也快速
增加，高原明珠的境况令人担忧。“不能让洱海
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何桥坤坚定地说。

在多年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大理州开启洱
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在洱海流域实施“七大行
动”，整个“十三五”期间，用于洱海保护和流域
生态修复的资金将超过 200 亿元。今年 4 月开
展了洱海流域餐饮客栈等经营户专项整治，共
关停经营户 2400 多家。何利成家的客栈紧靠洱
海，也在关停之列。

形成“户保洁、村收集、镇清运”的垃圾收集
清运长效机制；实施村落污水收集管网扩面建
设，实现到户收集全覆盖，集中收集处理庭院污
水……古生村的行动也扎实有效。何桥坤说，村
里还新建多塘系统 3 个，新建蓝藻应急处理池
1 个，有效净化农田尾水。

村口处，8 个水塘相接构成的库塘系统十分
特别，农田污水从进水口流入这个占地 20 多亩
的库塘系统内，经过净化后从出水口流出，水质
清澈了很多。然后沿穿村而过的沟渠流入湿地，
在湿地内经过净化才进入洱海。记者沿渠观察，
沟渠内的水清澈见底，沟渠壁上装有排污管道，

收集从各家各户排出的污水。
村里的污水处理管网系统于去年底投入

使用，家家户户的卫生间污水、厨房污水、圈
舍污水和洗涤污水都进入管网，输送到污水
处理厂处理。在村民赵大友家记者看到，卫生
间、厨房、院子等排污口都有专门的管道连接
着主管网，屋外还建有化粪池。“你看我们村
还建有和城里一样的窨井、管道来收集污
水。”赵大友说。

随着环保举措的落实和村民环保意识的

提升，古生村变化十分明显。“过去中心广场
上垃圾乱堆乱放，到这里来活动的村民比较
少。”49 岁的白族村民杨昔宝说，“现在绿化
好了，加上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清扫，中心广场
干干净净，村民们都爱到广场上休闲，大家交
流多，关系更亲近。”

洱海更清了，村里的环境更好了，人也
来得多了。“这里风光美，人文底蕴深，生态
环境优良。”从北京到大理来旅游的李先生
说。

除了保护好山水，让何桥坤自豪的还有
村容村貌的提升，古生村编制了村内重要节
点景观营造和文化内涵提升方案，加强传统
文化和民间民族文化资源深度开发。

现在，何利成每天都要在自家小院里
坐一坐，不时和往来的游客闲谈几句。“洱
海如果被污染了，谁还愿意在这里生活。”
何利成说，就是要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
大家随时来都能看到，让子孙后代也能享
受到。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9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在甘肃省号顺村，流转土地后的农民在村办企
业采摘辣椒（9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聂建江摄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姜辰蓉、刘彤)在雾霾
治理上，传统方式常以“限”“减”为主，不仅影响
经济发展，也给公众生活带来不便。陕西在全国
率先开出“植树造林清肺、恢复湿地强肾、治理
荒漠防癌”三剂药方，多年来通过做“林业加法”
治理雾霾。监测表明，陕西森林湿地系统每年吸
收二氧化硫相当于 97 . 5 万辆汽车排放量，每
年滞纳 PM2 . 5 等空气颗粒物相当于 869 公里
长城体积。以“增绿”和生态修复为基石，实践证
明这是一条双赢的治污减霾新路径。

“林业加法”实现双赢

随着供暖季的到来，我国许多地区将进入
雾霾高发季节。长期以来，各地雾霾治理，多以
“限”“减”为主。在经济民生与雾霾治理之间能
否走出一条双赢之路？

陕西省林业厅厅长李三原表示，治理雾霾，
在做“减法”的同时，应做好“加法”。“一方面需
要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则要增加环境容
量，增强生态‘免疫力’。”李三原说。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连续多年对陕西森林
与实地生态系统的监测评估显示，陕西省森林
与湿地生态系统每年滞纳空气颗粒物质量

13785 . 13 万吨，发挥了巨大的滞尘作用。对
空气污染的吸收作用也很明显。陕西省森林
资源每年吸收污染物总量为 116 . 43 万吨，
能够吸收 2015 年陕西省工业排放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的 1 . 59 倍和 0 . 12 倍。

换句话说，陕西省森林湿地系统年固碳
量相当于 1 . 5 亿成年人二氧化碳呼出量，年
释氧量相当于 2 . 1 亿成年人需氧量。

“三剂药方”强“免疫”

在陕西，“林业加法”治污减霾之所以
能释放出巨大能量，得益于陕西省多年来
持续推进“关中大地园林化、陕北高原大绿
化、陕南山地森林化”生态建设战略。同时，
陕西省还在持续监测、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在全国率先开出“清肺、强肾、防癌”三剂药
方，即植树造林、恢复湿地、治理荒漠，以达
到增强环境承载力，提高区域生态“免疫
力”的目标。

近年来，陕西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实施退
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在
多个大林区构筑网络骨架式生态屏障体系，
确保了生态安全；同时，陕西每年组织义务植

树 8000 万株以上。陕西省第九次森林资源调
查结果显示，陕西林地面积 1236 . 79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43 . 06%。

陕西还对区域湿地进行治理、修复。陕西
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统计显示，面积在 8
公顷以上的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
等，总面积为 30 . 74 万公顷。

在荒漠化治理方面，陕西沙化土地面积
已连续 15 年缩减。根据 2016 年公布的陕西
省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陕西省沙
化土地面积减少了近 6 万公顷。其中极重度
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84 . 25%。

秦岭光头山，层峦叠翠、清新宜人。触目
所及就有五角枫、槭树、桦树、杜梨等阔叶树
种，还有落叶松等针叶树种。据陕西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副院长葛安新介绍，这是一片自
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林带，在秦岭，这样的林
带很多。“多年来，在秦岭地区，陕西通过关
闭采石场、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植被营造
等多项工程，不断改善秦岭生态环境，让这
一陕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发挥出更好的作
用。”葛安新说。

在距西安主城区几十公里的渭河湿地生
态区，记者看到，植被种植、湿地恢复等林业

工程的实施，使这里尘土飞扬的裸露沙地，变
为树木林立、水鸟翔集的“动植物园”。葛安新
说，林带与湿地的结合，不仅产生滞纳、降解
污染物作用，还能改善区域小气候，增加空气
湿度，减少雾霾。

以新思维发挥“正能量”

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恢复了森林、湿
地生态功能，提升了环境承载力，在治污减霾
中发挥出明显的“正能量”。

专家表示，这些年，陕西走出治污减霾新
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评
估，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
在环境治理与 GDP之间“二选一”，而且也是
治本之道。

作为林业专家，葛安新现在最希望的就
是，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种更多的树，针对已
有的森林植被，实施森林健康经营，让已有的
林木更加茁壮。“尤其在城市区域，要种更多
治污减霾能力强的树种。同时，建立结构复
杂、系统稳定、生态功能强大的森林生态系
统，让人们能够从中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
气。”葛安新说。

“三剂药方”下去，生态“免疫力”上来
陕西通过“林业加法 ”，走出治污减霾新路径

坚守岗位迎盛会 坚定信心向未来

(上接 1 版)我们把社区管理好，就是为迎十九大做贡献。”张
琦说。

喜迎十九大之际，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塔
玛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格桑卓嘎，向记者表达“加油干才能过
上好日子”的切身体会。正是通过“加油干”，去年，他们的集
体经济收入超过 2000 万元。格桑卓嘎动情展望：“我们一定
要带领村民继续努力，迈开大步奔小康，过上更好的日子。”

信念，向着伟大复兴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其规划编制等各项工作正紧锣密
鼓地快速推进。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重大历史工
程。”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说，“即将
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为国家指明发展道路，我们信心倍增，
要更加努力地为规划新区建设夯基垒台，为谋划新区发展
凝智聚力。”

和同学走出“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展馆，中国
政法大学学生党员陈弱霄心情激动，对自身肩负的使命担
当有了更深认识：“党的十九大将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作为青年党员，我和同学们要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努力带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代表、广州海关三级专家(关税)甘露在
2014 年成为首位当选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工作
组主席的中国代表。几年来，甘露见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规
则制定过程中，从应用执行者到参与引领者的巨变，“我希
望在协调制度国际会议这个舞台上，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
定贡献‘中国方案’。”

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中
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却是一片繁忙景象。“我们要以更
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坚守岗位，让更多‘中国制造’驶出国门。”
乌鲁木齐西站调度负责人杜国栋坚信，党的十九大将为“一
带一路”建设插上翅膀，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利。

此刻，一列列满载的货运列车正缓缓驶离集结中心，开
启通往欧洲的旅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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