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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家 园

新华社西安 11 月 19 日电(记者储国强、
薛天)为保护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水质，陕西省汉中市持续倾
心守护绿水青山。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使越
来越多的景点受到网民追捧，汉中市开始尝
到晋身“生态网红”的甜头。今年国庆长假就
接待游客 539 万人次，全年旅客有望突破
5000 万人次，旅游业带动 20 万人增收致富，
“绿水青山”成了群众眼中真正的“金山银山”。

产业转型助推“生态升级”

陕西汉中，北依秦岭山脉，南屏巴山浅
麓，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发源地，是历史文
化名城，也曾是陕南的工业重镇。

但现在漫步在汉江水畔，却难觅工业城
市的气息。入秋后，汉中市汉江湿地公园开满
了芦苇花，再现诗经中“蒹葭苍苍”“蒹葭萋
萋”景象，让汉江湿地成为旅游“网红打卡
地”。国庆期间，观赏汉江湿地芦苇花开的游
人每天多达 5 万，整个汉中的游客数超过
500 万人次。

这些变化，得益于汉中市“生态立市”战
略。为了重现绿水青山，汉中市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布局新兴产业，打造
装备制造、现代材料、高品质食药、文化旅游
等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汉中市环
保局介绍，五年多来，全市累计实施减排项目
222 个，关停淘汰工艺落后企业或生产线 126
个。

汉中市委书记王建军介绍说，“两山”理
论给汉中指明了发展方向。汉中市通过打造
“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环境

治理型”四大循环发展体系，发展绿色产业，
不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经历了短期阵痛后，汉中市开始收获
“生态收益”，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去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70 天，森林覆盖率接
近 60%，大熊猫分布范围从 2 个县扩大到 5
个县，朱鹮活动范围从 1 个县扩大到 4 个县。
“现在最明显的感受是鸟多了，随处都能见到
鸟的身影。”汉中市林业局干部张晓明说。

全域旅游催生“生态网红”

汉中市晋身“生态网红”，还得益于全域
旅游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汉中市大力实施全
域旅游工程，打造“全域、全季、全景、全业”的
旅游新格局，将全市作为一个整体景区进行
统一规划发展，努力实现“城是一处景、村镇
一幅画，处处是景观、人人是形象”。

汉中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春丽介绍，汉中
市早在 2013 年就出台《关于实施全域旅游工
程的意见》提出发展全域旅游理念，2016 年
汉中市又成为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城
市。为实现“全域汉中、全域景区”的目标，汉
中市编制了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确定了总投
资 470 亿元的 50 个重点文旅项目，如今这些
项目的旅游带动作用开始显现，并催生出一
批“生态网红”。

游人如织的天汉长街已成为汉中市最美
城市名片，遍布全市的 22 个油菜花观花点让
汉中“油菜花节”闻名全国，“秦岭四宝”大熊
猫、朱鹮、金丝猴、羚牛也让汉中旅游变得“独
一无二”。“汉江湿地公园地处市郊，曾经是一
片荒草地，现在却成了汉中的‘旅游门面’和
‘网红景区’。”汉中市民张馨文说：“美景不但
吸引了游客，还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

以汉中市西乡县的鹿龄寺文化广场为

例，广场就建在该县曾经最大的两家污染企
业旧址上，过去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场景
一去不返，这里已成为当地群众日常休闲的
最佳去处。

绿色发展换来“金山银山”

汉中市的绿色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产
业转型，还让群众在参与其中时得到实惠，
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在汉台区河东店镇花果村，村民赵莉一
家 4 口经营了 20 亩果园。她最近一边忙着接
待采摘的旅客，一边忙着网上接单。

“游客太多了，曾经 3 毛钱一斤都卖不出
去的柑橘，现在 3 块钱还抢着要。”赵莉说：
“我的采摘园一天能接待 300 多个游客，网上
每天也有三四十个单子，每年收入 20 万元
很容易。”

事实上，生态环境优化后，“旅游+农业”
的模式已成为汉中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汉
中市把景区周边贫困村纳入旅游景区统一规
划和建设，建立“一村一品”旅游开发模式，提
升了景区对周边贫困村的带动力。以宁强县
青木川景区为例，通过提供工作岗位、贫困户
入股分红等方式，该景区带动周边 3 个村 74
户 227 人脱贫，全镇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5000 余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12000 余元。

“风景也是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优化，提
升了汉中市的投资环境和吸引力。今年前三
季度，汉中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630 亿元，增
长 23 . 42%；全市新增企业 4947 户，增长
1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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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晋身“生态网红”换来“金山银山”
新华社成都 11 月 19 日电(记者惠小

勇、黄毅)六棱花灯、羊头灯、牡丹花灯，站
在松潘古城的一个十字路口环顾，3 条不
同方向的街道分别挂着藏、羌、回不同民族
特色的灯饰。不远处的祖屋庭院是回族马
姓老板开的茶馆和民宿，他家是清朝乾隆
年间从陕西渭南迁居到四川松潘的，到现
在是第八代了。

走进雪山映衬下的黄龙世界自然遗产，
碧绿色钙化彩池星罗棋布，金黄色钙化滩流
奔腾而下，从沟底到海拔 3800米的山顶，常
绿林、落叶林，阔叶林、针叶林，灌丛、草甸，
可谓层次分明、色彩斑斓，堪称寒温带植物
王国。

这仿佛是两个缩影——— 从古城到黄
龙，凝缩着松潘县的多样与包容：多民族
多宗教多元文化在丰富的地理形态中次
第铺展而又和谐交融。

从地理位置上看，松潘位于川西北青藏
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上，高山草地、草
甸和高山峡谷自西向东排列，境内岷山山系
弓杠岭及岷山主峰雪宝顶分别开启了岷江
和涪江的源头。顺江而下的河谷也成为我国
从石器时代开始自北而南的人口迁徙大走
廊，至今为“藏羌彝文化走廊”主要区域。

“如果命运要我生活在中国西部，我别
无所求，只愿生活在松潘。”英国植物学家
威尔逊 1910 年第三次考察松潘后写下的
这句话，如今连同他的雕像一起铭刻在松
潘古城南门瓮城的广场上。吸引威尔逊的
正是多样松潘孕育出的生物多样性。当年
威尔逊在四川收集植物 4700 余种，其中三
分之一采自松潘。红花绿绒蒿、岷江百合、黄花杓兰等至今是
英国皇家植物园乃至很多欧美庭院里的名贵花卉。

自然与文化往往是水乳交融的。雪宝顶下的黄龙沟，修复
后的后寺、中寺、禹王庙渗透着佛家“自在”、道家“自然”和儒
家“自强”的文化精义。每年农历六月中旬，松潘县内以及周边
地区甚至远至青海、甘肃、西藏的各民族群众，纷纷前往黄龙
沟朝拜、转山、做生意，人数少则数千，多则万余，这就是著名
的“黄龙庙会”。

而在整个松潘县内，仅佛教寺庙就有藏传、汉传、苯教三
种，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道教宫观，以及羌族的原始宗
教信仰。他们交错分布、友好相处，各自发挥教义精华参与义
务植树、保护水源等生态保护工作。
支撑多元文化并存的是商贸流通的交融。“北望河湟，南通

巴蜀”，松潘自古就是沟通西南和西北的通商要地。草地的马
匹、药材、毛皮等和内地的茶叶、粮食经由这里得到交换。由此
藏羌回汉、商贾云集，成就了松潘古城的往昔繁盛。

如今的松潘古城里，一个名叫“安多房子”的咖啡客栈，因
为“混搭”了各民族乃至东西方不同风格的装修，被许多网友
评说为古城里“最有味道”的客栈。店老板罗海斌是一位 36 岁
的藏族青年，“我想把咖啡带来的海派文化和本地各民族文化
融合在一起，既能吸引外地游客，也为本地人提供一个休闲的
地方。”

四川大学教授潘显一带领的课题组研究认为，松潘处在长
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
中原文化的交接点上，历经岁月淘洗和历史熔铸，这里形成了具
有浓郁地方风情，又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化品格——— 和谐共处。
这是中华文化这一多元文化生态格局的一种地方性展现。

正在修建的成兰铁路将在松潘设置站点，加上已有的机
场，多面松潘将会迎来更加包容的交流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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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11 月 19 日电(记者李金红)
冬日时分，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在通往昌
江棋子湾靠海岸线一侧，每间隔 1000 米左
右，一个高约 1 米左右并写有“生态红线”字
样的白色界碑格外引人注目。对于昌江海尾
镇沙渔塘村 59 岁的欧波来说，这个界桩是个
“新鲜事儿”。“界碑像项链一样串联起来，你就
知道哪个是保护区，哪个是禁止开发区了。”

昌江位于海南西部，因昌化江流经境内
而得名，是个只有 20 多万人口的黎族自治
县，境内有着海南棋子湾度假区和霸王岭国
家森林公园。

记者在通往棋子湾靠海一侧，看到一块
柱状界碑，四面均用红色加粗写有“生态红

线”的字样，靠近路面一侧，还附有一个二维
码。记者扫码后，手机屏幕上显示了该区域为
Ⅰ类生态保护红线区，还有《海南省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欧波在广州从事绿化园林生意，打拼了
近 30 年后决定回家创业。“生态红线划定后，
老百姓知道哪些是开发禁止区域，知道‘踩红
线’后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保护区
划分，欧波正计划在符合要求的区域内打造
一批特色的渔村民宿。

昌江将生态红线划在大地上只是海南实
施“多规合一”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的一个缩影。实际上，2016 年，海南根据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要求，在全国率先颁布

实施《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划定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 11535 平方公里，
占陆域面积的 33 . 5%；划定近岸海域生态保
护红线总面积 8316 . 6 平方公里，占海南岛
近岸海域总面积的 35 . 1%。昌江县生态环境
保护局局长陈学智介绍，作为海南开展生态
保护红线勘界定标试点县，昌江将生态红线
划在大地上，标注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
区和脆弱区等，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提供
事实依据，也让更多的群众知晓底线。

位于霸王岭下的七叉镇，长期以来，附近
百姓“靠山吃山”，不少百姓时常进入生态环
境敏感区，上山采伐打猎。“如今划定的红线
不再停留纸上，更加直观明确。”陈学智说。

目前，昌江在棋子湾沿线和霸王岭下共立
生态红线界桩 198根，在镇区及村委会显眼位
置设立了生态红线 3D 影像图及平面影像图。
不止于此，昌江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生态
保护红线自查，对部分处于深山、河流远滩以
及其他难以涉足的疑似违法图斑，采用无人机
进行辅助航拍核实取证。

“红线就是底线，对违规生态保护红线开
发建设等问题，可以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
早处置。”陈学智说，今年上半年昌江在生态
红线区内违法违规项目整改活动中，对昌江
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处违法违规图斑进行了
整改，拆除及填埋图斑面积 9 亩，复绿面积
20 亩。

海南昌江：将生态红线划在大地上

人人们们在在汉汉江江湿湿地地公公园园里里
游游览览((99 月月 2288 日日摄摄，，无无人人机机拍拍
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陶陶明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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