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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荡湖：回归自然风貌，拥抱绿色发展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王存理、秦华江、刘宇
轩)湖畔沼泽，白鹭掠过，体态翩跹；芦苇深处，
野鸭嘎嘎，欢畅悦耳。冬日的长荡湖静谧辽阔，
水天一色。

号称“日出斗金，夜出斗银”的江苏金坛长
荡湖，曾首创全国网围养殖、大闸蟹出口香港的
辉煌，也经历了守着湖泊借水吃的尴尬。如今，
这里网围拆除，渔船离水，渔民上岸，还湖泊以
天然风貌，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向湖而富

首创网围养殖 品质雄冠江南

县志记载，20世纪 80 年代金坛有专职渔
民 1218 户 4052 人。长荡湖的静好岁月，编织了
渔民的黄金梦。

“湖区水草茂盛、水位浅，鱼蟹丰沛，质地优
良。”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建立
说，作为郦道元笔下的“五古湖”之一，长荡湖水
产闻名遐迩。

长荡湖畔诞生了苏南第一批渔业养殖“万
元户”！改革开放之初，当地水产捕捞和水草采
集业一度萎缩，湖泊沼泽化严重。当地渔业部门
因地制宜，引进开发湖泊网围养鱼技术，设置了

全国第一块网围。
网围养殖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

果和科技进步等奖项，当地渔民又逐步摸索
出网围养蟹、鱼蟹混养等技术。长荡湖水产独
步市场，渔民的日子红红火火。

“全国螃蟹看江苏，江苏螃蟹看金坛。”周
建立说。1986 年，首批长荡湖大闸蟹打开香
港等地市场。从自然捕捞到网围养殖的率先
转变，长荡湖开辟了致富坦途。最高时一只螃
蟹可以卖到二三百元，渔民通过养殖年收入
达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

竭湖而渔

掠夺式索取 报复性湖殇

不菲的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下湖养
殖。网围向湖中延伸，一半以上水域被密密麻
麻地覆盖。长年向水里投放饲料，几千人在水
里经营劳作，附近企业排放废水，沿岸居民倾
倒垃圾。到 21世纪初，原本作为金坛饮用水
源地的长荡湖，水质明显恶化，部分湖域水质
从Ⅱ类降为劣Ⅴ类。

“年景好、饲养得当，混个温饱；年景差、
污染重，越养越亏。”渔民冯金林感慨，不少渔民

望“污”兴叹。“污水入了湖，鱼蟹翻白肚。”遭受损
失的渔民，甚至担着死鱼烂蟹到政府上访。

“死鱼死虾多了起来。一条两舱小船，装
满了死螃蟹。”经营 70 亩水域的蒋决生至今
感到痛心，因重金属超标，湖蟹被香港市场拒
之门外。“湖水烧湖鱼，现捞现烧”的船菜生
意，也难以为继。

2007 年，太湖暴发蓝藻污染，处于太湖
上游的长荡湖被纳入整治范围。

网围拆除、渔民上岸，餐饮撤出，渔船拆解。
到 2017 年 12月，长荡湖拆除最后 60亩网围。
自此，开全国网围养殖先河的长荡湖，又第一个
全部拆除近 7万亩网围。禁渔一年，滥捕乱围彻
底消失，喧嚣的长荡湖迎来久违的宁静。

养湖而兴

生态就是财富 保护才能发展

“为了让金坛摆脱过去竭湖而渔的发展
模式，走上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只有帮助渔
民脱湖而生。”长荡湖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陈锁
龙告诉记者，金坛为此实现了由生产型向生
态型湖泊的转变。养殖户的每亩网、每条船、
每个捕捞证，都提供了合理补偿。以船为家的
百余户渔民办理了养老保险，住上了安置房，
大部分找到了鱼塘养殖等新出路。

68 岁的冯金林是第五代渔民，前些年水
质差，越养越亏，养老和生计愁断肠。“现在包
塘养蟹效益可观，有了养老金，一家三代各有
一套 130 平方米的经适房。”冯金林说，渔民

过上新生活，打心眼里感谢生态整治。
恢复宁静的长荡湖开启了绿色生态发展

模式：治水净水、生态渔业和渔旅结合。对入
湖的主要河流综合整治，将生活污水接入管
网，雨污分流。常年放流 1000 万尾青虾、1000
万尾鲢鳙鱼、1 亿只河蟹，实现自然养殖，以渔
净水。建设国家湿地公园，修复入湖口湿地和
生态护坡滨湖带湿地，形成绿色生态屏障。

长荡湖渔业由产出向供给转变：依托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平台，建成
国家级水产资源种质保护区和 1000亩保种试
验区，选育河蟹、青虾等特色水产品种，为养殖
提供种业支撑。建设生态浮床、人工鱼巢，加快
水生植被恢复，修复和重塑生态环境。

金坛出台旅游度假区、湿地公园和生态
渔业发展规划，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的实施，
恢复生态原貌，再现碧波荡漾、渔舟唱晚美
景。湖区的开发统一由一家公司组织，加快无
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认证，打造培育品牌，
提升产品附加值，科学管湖、品牌兴湖。

记者在湖区采访，但见湖面干净整洁，鲜
见人踪船影。湖畔的饮食区，渔火明灭，游客
云集。而环湖滨的纵深土地上，施工正酣：清
淤、复岸、植绿全面展开，数百台挖掘机、挖土
机、渣土车、压路机、挖泥船、环保吸泥船昼夜
施工，一派热闹。

长荡湖目前已恢复水面 10 平方公里，整
理出土地 3 万多亩，湖水恢复到Ⅲ类水质。
2018 年 7月，日供水 20 万吨的长荡湖水厂开
始向金坛区供水，结束了从域外调水的历史。

时值岁末年初，江西黎川县油画创意产业
园里，客商逐渐多了起来。他们或观赏展厅油画
作品，或在画师工作室观摩现场创作，或与油画
公司洽谈购画。投入使用几年来，油画产业园已
经聚集了 375 名当地农民画师在此创业，画师
们在此走上了创业致富路。

“黎川油画”，名声早已在外。上世纪 80 年
代，一批上海知青在黎川县文化馆开办油画培训
班，带出一批以当地农民为主的专门从事商品油
画的画工、画师。樟溪乡的杨吉荣、杨云和张建平
等几位农民，就是那时候开始拿起画笔的。

最初，这些农民画师主要是在黎川当地的装
潢企业里做彩绘工人。后来，杨吉荣等一批有闯
劲儿的年轻人凭着油画技艺，前往厦门、深圳等
地闯荡，很快扎下根基，每月的卖画收入达 1000
多元。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不算小数目。

他们成功的消息传回黎川后，吸引了一大批
农民和城镇青年拿起画笔。他们相互传帮带，至
今已有四五代画师。目前，全县有 3000多人从事

油画创作，遍布深圳、厦门、上海等地，油画远
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产值可达 3亿元。

尽管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但油画真正
开始回馈黎川，并形成一项特有的文化产业，
却是近几年的事。

2009 年 10月，黎川县组织考察团到深
圳市大芬油画村参观考察。当时正值金融危
机，油画外销不景气，不少画师都有回乡创业
的想法。2010 年，黎川县提出了“一个画室就
是一家企业，一个画师就是一名创业老板”的
理念，在县里建立“黎川油画一条街”，提供免
租金店面等各种优惠和补助政策，开始吸引
一些农民画师返乡二次创业。

龙安镇的农民画师张建明就是 2012 年
回乡的。从 1996 年前往深圳打拼，在外漂泊
了十几年。近年来，父母年龄大了，在外工作
的他，遇到“爸妈头疼发热，没法照顾”。张建
明说，“县里给我们免费提供画室，免水电费，
还补助子女入学。有了这些鼓励政策，我们回

来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且，对画师来说，也不一定非得挤在深

圳和厦门。”在 50 多岁的李晓明画师看来，“我
们在外已经闯荡十几年了，跟不少客户都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现在是信息社会，客户有什么
需求，可以通过微信直接发给在黎川的我们。”

经过多年发展，深圳和厦门的油画产业
链条已经十分完备，“画师所需的各种原材料
都可以就近购买，成本要比在黎川低很多，黎
川还得加把劲儿。”李晓明诚恳地说道。

对此，黎川县文广局局长付童也深表赞
同：“县里会继续加大转型力度，促进油画产
业从‘聚人’向‘聚市场’转变，引导建立油画价
格标准体系。县里每年还将挑选优秀画师去
著名美院培训，接受名师专家的指导，推动他
们从‘画工’‘画师’向‘画家’‘大师’转变，促进油
画从‘商品’向‘作品’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黎
川油画的品牌价值，扩大影响力。”

除了创业的热情，油画产业园里还洋溢

着一股温情。
42 岁的农民画师周艳，是一对龙凤胎的

妈妈。在她的工作室里，除了签约画师之外，
还有 26 名八九岁的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来自贫困户或单亲家
庭。他们的家庭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学画。”周
艳说，“2016 年，我知道精准扶贫后，就琢磨
怎么出点力、帮点忙。刚好，有个学校的老师
问我，班上的孩子想学油画，但是交不起学
费。于是，在县教育部门和县油画办支持下，
我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开了免费培训班，让
他们周末和寒暑假过来学习。”

“有个在黎川县城务工的单亲妈妈，生活
很困难，女儿非常喜欢油画，她一直不能满足
孩子。现在有了免费培训，孩子学得可认真
了。我觉得，这至少让孩子长大后多了一个自
食其力的选择。”翻看着工作室“精准扶贫报
名表”里孩子们的姓名，周艳眼里充满了期
待。 (本报记者李洪磊)

近日，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鳌
山卫街道垛石村渔
民在晾晒海鱼干。

寒冬时节，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沿海一带的渔民抓
住晴天低温的大好
时机，忙着将捕获
的 海 鱼 腌 制 、晾
晒，成为冬日渔家
一道靓丽的风景。

新华社发
（梁孝鹏摄）

一个农民画师，就是一名创业老板
江西黎川依托自身优势，鼓励农民油画师创业致富

农村改厕将纳入生态环保督察检查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于文静)为了有序扎

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我国将强化资金
保障、强化技术支撑和督促指导，压实地方
责任，组织开展包括厕所改造在内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年度评估，把农村改厕问题
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检查范畴。

这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
信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厕所
状况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准和
文明程度，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活品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厕所革命”是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要有力

有序扎实推进。
据介绍，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履行牵

头职责，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
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积极部署推进农村改
厕工作，召开全国农村改厕工作推进现场
会，举办全国农村改厕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交
流活动，组织召开干旱、严寒地区农村卫生
厕所技术模式座谈会，加强特殊自然条件地
区农村改厕的技术研究和科技攻关，加强适
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推广。

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2016
年末，全国 53 . 5% 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
厕改，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为 48 . 6% 。

全国约有 26 万个村需要进行农村卫生厕所
建设改造。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
明确职责任务，强化部门协作。各地要按
照中央要求，建立并落实农村改厕等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把手”负责制。研
究制定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
指导意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通过以奖
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重点支持农村户
用厕所改造。组织科研专项进行干旱、严
寒地区农村改厕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攻关，
因地制宜推广改厕技术。强化农民主体作
用，研究探索农民群众参与引导机制。

山东即墨

冬日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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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陈晨、李
浩)“想过去，看今朝，地覆天
翻。党领导农民富，奋勇向前。改
革开放好哩，城乡面貌全变……”
63 岁的陕北民间说书艺人贺治财
手拨三弦，绑在小腿上的甩板敲出
清脆的节拍，曲调悠扬、韵律绵长
的节目引得 100 多位乡亲凝神观
看。一曲终了，才想到拍起巴掌。

这是日前发生在陕西省志丹县
义正镇稠树梁村的一幕。来自志丹
“文化轻骑兵”民间说唱志愿服务
队的十几名志愿者，应当地村民之
邀，前来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如
今，这样由群众“点单”、志愿者
送文化活动到群众身边的场景，每
周都在志丹的沟沟峁峁间上演。

志丹县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是
刘志丹烈士的故乡。当地红色文化
底蕴深厚，剪纸、刺绣、秧歌、民歌等
民间艺术形式十分丰富。不过，在过
去一段时期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
文化艺术也曾遇冷。

“过去，虽然我们也经常组织文
化活动下乡，但更多时候是我们主
动‘派餐’，甚至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
的任务。群众需要啥、想看啥，我们
并不了解，有时候演员比观众还
多。”担任志丹县文化馆馆长已近 9
年的胡佐奇对此深有感触。

一场改革试点工作徐徐展开。
2018 年 10 月 31 日，志丹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挂牌成立，成为全
国 50 个试点县市区之一。作为文
明实践的重要载体，一同成立的还
有 1支“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
和 21支分队。

志丹县文明办主任高伟说，
“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由文化
能人、非遗传承人、文艺工作者和
民间艺人等组成，整合了全县的文
化资源，涵盖摄影、书法、说唱、朗诵、舞蹈、器乐培训
等诸多领域。“和以往相比，一大变化在于将公共文化服
务传统的‘派餐’模式，改变为百姓的‘点餐’方式，不
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在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活动“菜单”
上，诗词朗诵会、剪纸进校园、民歌大舞台、经典电影展播、
党史专家讲党课等“文化佳肴”十分丰富。群众通过设在村
子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餐”，县里统一调配志愿服务
队“接单”“送餐”，把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群
众的文化需求被激发出来。县文化馆的民间说唱、非遗传
承和魅力舞蹈 3 支‘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分队成立以
来，不到两个月时间，已经开展‘送餐’演出 10 余场，
反响都很热烈。”胡佐奇说，这样的演出频率是过去难以
想象。现在，还有 7 个村在等着他们的演出，“档期”有
些排不过来了。

一冷一热之间，老馆长有了自己的思考：“过去我们
的节目内容老、更新慢，和群众生活有距离，吸引力自然
有限。”而今，“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的成立，激活
了全社会的资源，许多隐藏在民间的艺人、歌手也纷纷加
入其中。众人拾柴火焰高，节目更新、内容更贴近生活
了，有的艺人还通过抖音、快手等软件做演出直播，老艺
术正在不断萌发出新的魅力。

“我们身上也有压力。现在群众热情这么高，咱要是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节目，自己都说不过去。”刚刚加入
“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正在志丹县文化馆排练新歌
的民间歌手万建斌说。

一些曾经冷冷清清的文化单位又重新热闹起来。在志
丹县文化艺术培训中心的活动室里，演员们正在为下一场
下乡演出紧张排练。“社会主义新时代，文明实践要展
开。浩荡春风扑面来，融融暖意入心怀……”音乐快板声
声悦耳，歌声悠悠飞出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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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张云龙、朱文哲)“全体村民
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今晚在小剧团排练室有节目排
练，大家有时间就来看！”刚刚走进西地村，村部的广播就响
了起来。

西地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这
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剧团——— 西地小剧团。2003 年 7
月，村里的评剧爱好者组建了西地小剧团。最初的剧团成员
只有 12 人。在评剧老艺人的指导下，小剧团早期排演了诸
如《秦香莲》《打金枝》《墙头记》等脍炙人口的传统评剧剧
目，吸引了西地村和周围村子的村民前来观看。然而，评剧
终归不是奈曼旗的地方戏，早期的热乎劲儿过了以后，看节
目的村民变少了。怎么才能让村民都爱看呢？

经过摸索与尝试，身为西地村党支部书记、小剧团副团
长的田伟和剧团成员将传统评剧与小品的表演形式相结
合，摸索出一套新的表演形式。戏曲小品、表演唱、快板、舞
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逐渐替代了原本单一的评剧，一个
能讲故事的评剧出现在了舞台上。慢慢地，台下的观众多了
起来，去西地村看戏成了周边村民娱乐消遣的新选择。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奈曼旗创新实施“精神扶贫
五个一”工作机制，即“一约一讲一评一榜一特色”。西地村
小剧团的发展与壮大，正是“精神扶贫五个一”工作机制中
“一特色”的代表，建设“文化大院”，用小节目反映大生活。

随着小剧团的不断发展，剧团剧目也越来越接地气，一
批贴近村民生活、反映社会不良风气、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的
剧目被不断推出。“我们要让村民在看戏的过程中了解国家
的新政策，学习法律知识，科普种田新技术，用评剧来宣传
新的乡村风貌。”田伟说。依照新的发展思路，《村主任收礼》

《换戒指》《都是彩礼惹的祸》等反映村民生活的自编剧目被
搬上舞台，深受村民好评。

就是这样一群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演戏的“演员”，用行
动诠释了自己对评剧的热爱，用评剧谱写了一曲乡村新风
貌的赞歌。“扮英雄是英雄台上无我，塑先进唱先进心中有
他。”现在的西地小剧团已经成为奈曼旗远近闻名的民间剧
团。用评剧唱出乡村新风貌，用评剧演出和谐新气象。

“我为群众唱大戏”
小剧团唱出和谐乡村新风貌

据新华社银川电(记者曹
江涛、温竞华)沿着陡坡下到
近 10米深的沟底，凿开冰面，
舀出冰水，挑起扁担运水回
家。在过去几十年间，挑水是
二岔马村村民王曼子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冬天，
要喝上一口水更是难上加难。
但今年冬天，王曼子不仅告别
了刺骨的冰水，挑水的扁担也
很久没派上用场了。

干山枯岭中的二岔马村
是宁夏西吉县王民乡的一个
深度贫困村。渴，是这里农民
世世代代的困扰。2016 年之
前，全村 120 户、510 人全靠
村口的一条浅水沟养活，扁担
成了他们每天离不开的工具。

多年以来，找水、存水是
西吉县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
重要部分。由于水资源匮乏，
加上山区村民居住地分散且
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不高。

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王
百灵介绍说，近年来西吉县建
设跨流域调水工程，着力解决
县内水源不足问题。2016 年
起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打通农村供水“最后
一公里”，让村民能够取得足
量、安全的生活饮用水。

2017 年，二岔马村接通
了自来水。2018 年 7 月份，
王曼子家从半山腰搬到了村
里新建的安置点，用上了自

来水，原来朝夕相伴的扁担成了家里的“摆设”。
“活水”进山了，村民有了水喝，也为农村经济

发展“解了渴”。王民乡王民村的马永祥以前每天
要费时费力地拉水，家里只能勉强养活两头牛。
自来水入户后，他又买进 5 头牛，预计养牛收入
能达到原来的 3倍。

截至目前，西吉县农村通水总人口 6 . 73 万
户、28 .9 万人，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 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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