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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江“长江第一湾”出发，察看昆

明滇池水质，走过遵义赤水河畔，行经

“长江第一港”云南水富港，驻足两江交

汇地四川宜宾……连日来 ，“大江奔

流———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主题采

访团马不停蹄，边走边采，倾听干部群众

的心声，感受大江沿岸的变化。

这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是新闻战

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的一

项重要举措，是新闻舆论工作服务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次实际行动。

活动启动以来，中央和相关省区市媒

体全面发力，推出了一大批“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作品。相关报道在各地干部

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他们表示，保护长

江母亲河是每个人的责任，要以敬畏之心

对待自然，将绿色发展进行到底。

新华社重庆 7 月 30 日电(记者陈玉明)“我一
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快速城市化，但很
多城市却越来越不宜居；城市理应让我们生活更
美好，但为什么很多城市却让我们很烦恼？”重庆
璧山区委书记吴道藩说。

吴道藩对记者道出了他思考很久之后得出的
答案：城市就像电脑硬盘，如果装得太满了，必然
会运行不畅。

“要学会做减法！”吴道藩说。
做减法，首先要减掉污染。“8年前，璧山污染非

常严重，璧南河、璧北河、梅江河里的水又臭又黑，洗
手都怕长疮；河边的房子价格最便宜，把窗子关了
都能闻得到臭味。”璧山区水务局局长唐应容说。

治污，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从
2010 年开始，我们打了一场治河战争。这个工
作很难做，当时很多人不理解，阻力很大。我们
累计关闭、搬迁了 741 家污染企业，包括一些纳
税大户。”吴道藩说，“治污必须先治人。我们从
2010 年就开始推行河段长制，把干部都‘推下
河’，让他们真正把治污当作自己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璧南河、璧北河水
质由当初的劣Ⅴ类改善为Ⅳ类，梅江河水质稳
定达到Ⅲ类。水清了，鱼儿回来了；岸绿了，鸟儿
回来了。去年底，水利部水情教育中心等单位组
织评选的首届“寻找最美家乡河”活动中，璧南
河入选全国首届 10 条“最美家乡河”。

做减法，还要降低容积率，控制城市土地的
开放强度，让整个城市疏朗起来。“我们璧山的绿
化非常好，道路两边到处都是绿化带。2009 年，
璧山只有一个公园，公共绿地面积只有 12 万平
方米；现在有 30 多个公园，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900万平方米。”璧山区城管局副局长刘世界说。

这么大面积的绿化，会不会给财政带来负
担呢？“其实绿化花的钱并不多。我们绝不搞形
象工程，种的花草树木都是适宜本地气候的。”
吴道藩说，“而且，我们有一半以上的绿化是开
发商建的。我们规定，小区容积率一般不超过
2；开发商买的地，必须沿道路退让 10 至 40 米
用于打造城市绿廊。”

有了好的生态环境，才会有老百姓的幸福生
活。“以前的璧山脏乱差，现在的璧山小而美。”璧
山区璧城街道新堰村村支书陈永才说，“以前我们
羡慕别的城市的人，现在璧山环境好了，作为璧
山人，我感觉很自豪。”

只要找对路子，绿水青山就可以变成金山银
山。“我们的招商工作特别好做——— 只要把老板们
带过来看看，看看我们的城市环境，很多人就愿
意来投资了。”璧山区发改委主任刘兆奎说。

如今，璧山区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信息技术
和生命健康产业，形成了附加值高、低污染、低能
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17 年，璧山区的财
政收入达 130 亿元，是 2009 年的 10 倍以上。

重庆璧山：给城市做减法，让城市更宜居

▲记者们在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
县石鼓镇“长江第一湾”的江边柳林采访一
位植树老人（7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记者们在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
县石鼓镇拍摄“长江第一湾”（ 7 月 20 日
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杨迪)每年 7 月，位于
四川宜宾市的蜀南竹海景区进入旅游旺季，廖
松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他在景区内经
营的农家酒店，有 40 多张床位和可一次性接待
200 人同时就餐的餐厅。忙起来，身为老板兼大
厨的他一口正点饭都吃不上；闲下来时，廖松还
要思考已经经营 12 年的酒店下一步如何转型。

2006 年，时年 24 岁的廖松辞去工作回到
家乡创业。如今，这家酒店在景区小有名气，年
纯收入 20 万元以上。

“近几年新开的酒店房间大，价格还不贵，
竞争非常激烈。”站在自家的酒店里，廖松说，尽
管酒店几年前刚翻新过，但他还是决定在今年
底淡季时重新装修，向精品民宿的方向发展。

被誉为“翠甲天下”的蜀南竹海是我国首批
AAAA 级景区，13 万余亩竹林覆盖了 27 条峻
岭，500 多座山头峰峦叠翠。去年，景区接待游
客 130 万人次，创造旅游总收入 7 . 57 亿元。

旅游业的发展，让山沟沟里的老百姓不再
“守着竹子愁饭吃”。在廖松的记忆里，小时候父母
会把竹子砍下来，卖给镇上的一家竹器厂挣点糊
口的钱。如今，村里每年仍会组织伐竹，但却是为
了通过定期采伐让竹林长得更好，让家园长青。

川南城市宜宾地处长江干流起点，独特的
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竹子生长，是四川乃至全国
的竹资源富集区。如今，全市 312 万亩竹林正成
为宜宾的新名片和发展新动能。“到 2020 年，全
市新增近 40 万亩竹林，竹林综合产值达到 300
亿元，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线，
让竹产业成为群众的致富产业。”宜宾市林业局
局长雷经纬告诉记者，发展精深加工产业，提高
竹资源利用效率，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长宁县松强竹木加工有限公司的车间内，
三年以上的楠竹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防腐的
户外地板。公司负责人黄远强告诉记者，防腐地
板多用于修建户外栈道，在日本、欧美等市场非
常畅销，国内市场也正在兴起。

2014 年黄远强在长宁投资 4000 万元建厂，
年产值可达 1 . 5 亿元。尽管松强竹木目前尚未全
面达产，但黄远强已经看到了更远一步：进入工
业园区，向精加工升级，全面实现“以竹代木”。

随着竹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竹产品
从宜宾走向全国甚至海外。位于长宁县梅硐镇马
鞍村的宜宾磐达制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竹制折
扇和团扇，企业一年生产 200 万把竹扇全部销往
日本，还供不应求。

每天早晨 7 点，梅硐镇星光村村民付红梅就
骑着摩托车来到磐达制扇上班。作为一名劈丝工
人，付红梅每天要处理近 600 把扇子。客户对竹
扇手柄的宽度和丝的厚度、片数都有严格要求，
劈丝是把竹片变成竹扇最核心的一环，共有 4 个
流程，用到 4 种不同的工具，比较辛苦。

不过，上班一年多的付红梅已逐渐适应，有
两个孩子的她对这种既能挣钱又相对自由、能顾
家的工作总体还是满意的。磐达制扇的生产负责
人万英告诉记者，公司创建 6 年来已达到可提供
200 个工作岗位的规模，其中大多数都是像付红
梅这样的农村妇女。

据了解，到 2020 年，宜宾市计划培育新增规
模以上竹企业 20 家以上，并健全“行业协会+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大户”的经营模式，带动
促进竹农增收致富。2017 年，宜宾市农民人均从
竹产业获得收入 608 元；到 2020 年，这一数字有
望增加 1000 元。

蜀南竹海：竹林铺就富民路
新华社重庆 7 月 30 日电(记者韩振)长期跟

随丈夫在外打工的王桂林，今年的生活有了新变
化：她留在了村里，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
山坡上的 700 棵柑橘树。空闲时，她还会到村里
的一家柑橘包装厂打零工，每天能挣 100 元。

37 岁的王桂林家住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坪
上村。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柑橘，就像整个奉节县
的村民一样。在村民的眼里，漫山遍野的柑橘，就
像无处不在的小草一样司空见惯。仅奉节县，就
有 30 万亩柑橘。

奉节县的柑橘，仅仅是三峡库区的一个缩
影。地处我国“长江上中游柑橘优势产业带”核心
地带的三峡库区，是全国唯一的柑橘无疫洁净区
域，自然资源、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是我国乃至世
界最适宜的柑橘生态区之一。

但过去柑橘没有成为“致富果”，还屡屡成为
让村民头疼的“伤心果”。“柑橘的挂果期都很短，
年后树上就再也看不到了。如果年前卖不完，就
只能烂在地里。”回忆起那段日子，王桂林面带愁
容地说，“那时交通不方便，销路也很窄，只能挑到
城里卖，红灿灿的果子常常烂在地里，指望不上
柑橘养家，只能出去打工。”

“由于上市时天气寒冷，柑橘多作为一种走亲
访友的礼品，过了春节这个节点，价格会一落千
丈，柑橘烂在地里的情况很普遍。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我们进行了多种尝试。”奉节县农委主任昌世华
说，比如在提质增效的同时，丰富了品种，形成了
早、中、晚熟配套种植的格局，不但延长了挂果期，
价格也较之前大幅增长。为了拓宽销路，县里还建
立了电商平台。现在，村民的柑橘再也不愁销了。

与奉节县销售鲜果的路子不同，三峡库区的
忠县另辟蹊径，走上了深加工的路子。在重庆不

少高端超市，顾客能看到一种名叫“派森百”
的鲜榨橙汁饮品，它喝起来爽口而不甜腻，虽
然价格稍贵，但颇受消费者喜爱。

这种饮品，依托的是忠县 35 万亩柑橘。
在忠县涂井乡友谊村，漫山遍野的柑橘长势
喜人，记者走在柑橘地里，诱人的果香扑面而
来，一只只蜜蜂在果树丛里飞来飞去。“这里
的柑橘与其他品种不同，个头不大但水分充
足，非常适合深加工。”当地村民周康伟说，全
村种上柑橘后，不但果子能卖钱，来旅游的人
也多了，拉动了村民的收入。

“1997 年柑橘产业化项目落户忠县，实
现了‘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产加销研学
旅’六位一体产业链。目前，忠县拥有亚洲最
大的柑橘脱毒容器育苗基地，建成了亚洲最
大的鲜冷橙汁生产基地，综合年产值已达 15
亿元。”忠县农委负责人说。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生态
已经成为三峡库区柑橘的重要特征。占地 12
万亩的万州区标准化生态柑橘基地，完全采
用生态农业种植方式，不喷洒农药，不使用复
合肥。在一棵挂满柑橘的树上，记者看到一只
小口袋挂在树枝上，口袋上写着“捕食螨”字
样。“这是一种生物杀虫技术，袋里的螨虫是
益虫，长大后会爬到树上吃害虫，这就达到了
杀虫的目的。”基地负责人易兴民介绍说。

由于三峡库区的柑橘更生态，不但卖出的
价钱更好，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我们种出的
水果每年不够卖，仅游客采摘每年就卖 100 万
元以上。”易兴民说，过去三峡库区山高沟深，
群众普遍面临脱贫致富的难题，如今柑橘成为
“致富果”，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致富之路。

三峡库区：伤心果变致富果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 站在贵州省
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台
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

沿着干净整洁的木栈道，记者走进金花
村“七彩部落”村民组。白云青山，葱茏的树木
掩映着几处七彩的房子。“七彩部落”，果然不
负这个美丽的名字。

2015 年以前，这里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只有 8200 多元；通过三年的发展，实现了从
第一产业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人均纯
收入增长了好几倍；如今，年人均纯收入有 3
万多元。

▲记者在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台上看
到的标语牌（7 月 22 日摄）。

 52 岁的徐学书在自家开的奶茶吧台
前。他说，家里有 9 亩茶园，不过他家只卖茶
青，这一块每年有 4 万元左右的收入（ 7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

“这可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锋指着年轻的女品酒师
曾娜说。

“80 后”曾娜是泸州老窖
酒传统酿制技艺第 23 代传承
人、国窖 1573 中国品味首席设
计师、国家级白酒评委。

“曾娜有着万里挑一的味
觉，可以辨别上万种味道。”林
锋说，“以前，我们泸州老窖酒
传统酿制技艺选择传承人时，
讲究‘传男不传女’。我们发现了
她的特殊禀赋，就打破老规矩，
把她培养成女性传承人了。”

曾娜热爱艺术，在加入泸
州老窖之前，学过几年舞蹈。
“我感觉舞蹈和品酒是相通的。

舞蹈是脚尖、指尖上的艺术，而
品酒是舌尖上的艺术，但两者
都有着对和谐与美感的追求。”

曾娜说。

品酒、调酒，是曾娜的日常
工作。品酒师的工作，其实并不
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轻松、风雅。

“忙的时候，我每天要品一
两百个酒样；品酒时神经处于
高度紧张状态，一天下来，还是
挺疲惫的。”曾娜说，为了保证
品酒效果，饮食要清淡，品酒时
不能用化妆品、香水，洗发露、

沐浴露也不能用气味太浓郁的。

曾娜说，白酒中有成百上千种香味成分，各种
香味成分之间不同的搭配都会关系到酒品的优劣
和特色，品酒师的职责便是找到其中的“黄金比
例”，设计最佳的风味酒品。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
何分析仪器可以完全替代品酒师。

作为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第 23 代传承
人，曾娜对白酒有着很深的感情。“过去酿制技艺
是家族传承，现在是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但传承
不是复制，传承人不仅要把先辈酿酒技艺的精髓
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推
陈出新、创新发展。”

提起创新，曾娜感触颇深。“我们的创新表现
在很多方面。比如，我们的白酒工艺在不断创新；
酒品方面，过去我们主要做传统白酒，现在也做养
生酒、预调酒，还做适应年轻人需要的时尚化的鸡
尾酒等。酒文化方面，我们创制了具有观赏性、表
演性的调酒仪式‘神龙九式’，降低普通人对调酒这
门技艺的认知门槛；同时，还研究怎么让国外消费
者学会品鉴中国白酒等。”(记者陈玉明、张海磊)

据新华社成都 7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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