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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到甘肃省武威市民
勤县夹河镇采访，当地干部神秘
地说：“带你们去看一处‘奇观’。”

汽车沿着人迹罕至的荒漠小
道，一头扎进大片芦苇荡。芦苇深
处有一条小溪，沿着小溪溯源，居
然是荒漠里的一处汩汩出水的
泉眼。

民勤绿洲位于石羊河的下
游，石羊河是发源于祁连山的一
条内陆河。被祁连山融冰滋养，下
游的绿洲和荒漠低洼处形成泉
眼 ，这并不奇怪。这算什么“奇
观”呢？

“这并不是泉，是一口老井，
关了 12 年的老井出水，民勤人可
乐坏啦！”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副
局长赵兵彦说。

原来在 12 年前，这口井是抽
水浇地用的，周围的大片芦苇过
去就是农田。采访的几天，当地干
部群众向记者讲述了民勤几十年
和沙漠斗争的悲喜故事。

民勤县处于巴丹吉林和腾格
里两大沙漠的夹缝中，三面环沙，
全县荒漠化面积达 90 . 34% ，风
沙肆虐，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产
生活。这口井所在的夹河镇黄案
滩村位于民勤绿洲东线，毗邻腾

格里沙漠，常常是一场风裹沙，一年无收成。
由于石羊河流域水资源过度开发，河流进入民勤的

径流量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 5 . 42 亿方锐减到 2005 年的
0 . 61 亿方，导致民勤地下水水位快速下降，森林覆盖率
持续减少，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民勤呈“握手”

之势，一度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2007 年“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开始实施，重点

是关井压田、调整农业结构。黄案滩是全县实施关井压田
最大的区域，民勤全县关井 3018 眼，压减配水面积
44 . 18 万亩，黄案滩就关闭机井 275 眼，压减配水面积
3 . 8 万亩。

之后的 12 年，民勤人在绿洲和沙漠交接地带，采用
“稻草沙障+梭梭+人工补播草种”的模式，种植环绿洲生
态防护林带，每年近 10 万人次参与防沙压沙。祖祖辈辈
的种田方式也改了，每亩地核定用水量只有 410 方，政府
给补贴，鼓励农民把大田作物改成大棚。

奋斗了 12 年，黄案滩变了样子，当年饱受风沙侵袭
的农田长成了连片芦苇荡。“关井压田”逼着农民动脑筋，
既要少用水，还要多赚钱。十几年来，在沙漠边缘地带，土
地压减了不少，可效益却高出了好几倍。

在民勤西线最大的风沙口老虎口，记者看到成片的
梭梭林在沙漠中铺展开。肉眼看不见的，是嫁接在梭梭树
根上的名贵药材肉苁蓉。

民勤县大滩镇上泉村位于老虎口南缘。村支书白会
本告诉记者，发展沙产业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目前在老虎口一带，梭梭树下面接种了 6 万亩肉苁蓉。

“如今老虎口一带的村民都‘虎口脱险’喽！”白会
本说。

大滩镇东大村村民王开荣在自家大棚里尝试种热带
水果火龙果，居然也成功了。“民勤早晚温差大，种啥啥
甜！”王开荣说，他还通过夏种紫薯、冬种草莓的轮种方
式，充分利用大棚，一分地也不浪费。眼下正值收获时节，
王开荣的 10 个大棚里瓜果飘香。“火龙果收成好，一年能
收 4 茬，1 斤能卖到十块钱！光靠火龙果，一年能赚 10 万
块钱！”王开荣开心地说。

用这些办法，民勤人经过十几年努力，硬是把“水文
章”做出了大成绩。民勤县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50 年
代的 3% 提高到 17 . 91% 。

当年关闭的机井中，有 7 眼自流成泉，井水周围或是
大片芦苇，或是高大的沙枣树，这成了民勤人炫耀的“成
绩单”。

在民勤县青土湖，记者还看到了另一口备受民勤人
关注的“水井”——民勤县青土湖地下水位观测井。观测
井采用浮子式传感器和无值守水位自动监测技术，实时
监测青土湖区域地下水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自动监测井
每 2 小时监测一次地下水位，数据上传汇总。

民勤县水政水资源办公室主任杨立功介绍，青土湖
是石羊河的尾闾湖，1959 年一度从沙漠中消失，2010 年
以来重新蓄水，目前，已经形成了 26 . 7 平方公里的水
域，青土湖周围的地下水位埋深已由 2007 年的 4 . 02
米，回升至 2018 年的 2 . 92 米。

知道了民勤“人和沙”的故事，记者才深刻体会到，这
口水井不光是“奇观”，也是“回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民勤人感受深刻啊！

（记者聂建江、文静）新华社兰州 9 月 22 日电

北京“常态蓝”诱得市民“出门练”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王楚捷、唐蕴轩）

蓝天白云的日子多了，走出门、动起来也成为越
来越多市民的生活方式——如今，随着北京空
气质量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户
外体育运动作为节假日生活方式的首选。

21 日，记者在北京国际马术文化周——天
星调良国际马术公开赛现场发现，此次活动不
仅是世界各地马术专业人士以及马术运动爱好
者的聚会，也吸引了很多甚至是第一次接触马
术运动的市民，他们走出家门，参与户外体育运
动的意愿十分强烈。

据悉，此次马术文化周赛展合一，活动内容
涉及马术比赛、马术产业论坛和主题文化活动
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市民都是全家出动，
在与亲人、朋友观赏比赛的同时，也享受着户外

场地中的自然美景及美食。
市民尹胜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家庭

这个月的第三次户外活动了，上周末，他刚刚
和家人组织了爬山，平时和朋友聚会，户外运
动也是他们的选项。

“周围的朋友都开始逐渐喜欢上户外体
育活动，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
能丰富精神文化。”在尹胜看来，这种观念的
形成和近年来北京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有很
大关系，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让老百
姓获益，使更多人走进大自然，养成了户外体
育锻炼的习惯。

练习马术运动两年有余的小骑手贾雨
乔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马术运动作为一
项户外体育运动，与天气有很大的关系。现

在空气质量越来越好，我在户外场地练习的
次数也增多了。我希望好天气更多一些，这
样的活动也更多一些，这有助于马术运动的
推广。”

市民眼中的好天气，和官方监测数据一
致。9 月 19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数据，
与 2013 年相比，2018 年北京市 PM2 . 5 年均
浓度累计下降 43%，今年 1 月至 8 月下降到
42 微克/立方米，特别是 8 月仅有 23 微克/
立方米，成为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在空气质量持续转好的同时，北京市参
与体育锻炼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据北京市
体育局官方数据显示，2018 年，北京市开展
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2 . 5 万余项次，参与活动
人数 1139 万人次，其中就包括众多户外健身

人群。与 2010 年相比，参与活动人数同比增长
18 . 9%。

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加强户外活动基础
设施建设，满足群众在这一方面日益增长的需
求。以《北京市绿道体系规划》为例，北京市规划
建成市级绿道 1000 公里以上，在全市形成超过
2000 公里的绿道网络，截至 2018 年底，已建设
完成 587 公里市级绿道，今年预计再建绿道
283 公里。

“怀宝宝的时候，北京的雾霾还比较严重，
我担心孩子会少了很多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不过这几年天气一年比一年好，带孩子参加户
外活动的次数还是很多的。”对于市民张女士而
言，北京的“常态蓝”不仅仅意味着自身健身观
念的转变，更反映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环境。

“皖南事变”发生
后，国民党将被捕的新
四军将士关押在上饶
集中营 。尽管身陷 囹
圄，革命志士们仍然进
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烈士纪念日即将到
来之际，新华社记者来
到上饶集中营，重温先
烈们的英勇事迹，深入
挖掘革命故事，展现他
们 百 折 不 挠 的 革 命
信念。

长方形的院落 ，
东、北两边相连着 4 间
平房，院子里的大树枝
繁叶茂……在江西省上
饶市广信区皂头镇李家
村村口，坐落着一栋老
旧民宅，如果没有当地
人提醒，你可能无法将
眼前这栋普通的房子和
一座监狱联系起来。

1941 年 1 月，国民
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新四军军
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进行
谈判时遭到无理扣押，
关押他的地方便是这栋
由民宅改造而成的李村
监狱。

轻轻推开木门，一
段尘封的历史便缓缓而
来。在叶挺的房间里，摆
放着一张床和一套桌
椅，桌子上摆着纸、笔和
砚台。在这张木桌上，叶
挺写下了 4000 多字的

《囚语》，将自己的壮志
未酬和渴盼自由的心境
一一诉诸笔端。

在《囚语》中，叶挺自嘲是“全世界最高等的
囚徒”，因为自从他被囚禁于李村监狱之后，许
多国民党大员和“社会名流”先后前来“拜访”，
目的是充当说客，许以高官厚禄来“规劝”叶挺
“识时务”，让叶挺把“皖南事变”的责任全部推
给共产党。

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前
来劝降，叶挺不为所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备好盛宴款待，叶挺慷慨陈言：“叶挺
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叛变革命的原新
四军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也前来游说劝降，被
叶挺揍了几个耳光赶了出去……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
个心灵苦斗的战场了……”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
诱，叶挺深感厌恶和烦恼。为了摆脱纠缠，表明心
志，叶挺干脆用毛笔在囚室的墙上写下几行大
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
应万变。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
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从《囚语》开篇叶挺

‘戏拟四句不协律的诗’，就能够读出叶挺对革
命忠贞不渝的信仰。”上饶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秘书长陈琦告诉记者。

在叶挺被囚禁于李村监狱的 7 个多月里，
国民党用尽心机，不但没有软化他，反而使叶挺
更加看清楚国民党虚伪腐败的本质，无计可施
之下，国民党决定将叶挺转囚到重庆。

78 年后，曾经关押过叶挺的李家村早已不
是当年那个笼罩着白色恐怖的监狱。每当夜幕
降临，不远处的叶挺广场上都会响起阵阵歌声，
人们翩翩起舞，岁月静好。

（记者范帆、熊家林）
新华社南昌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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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上午，沈阳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医学
学术会议引起与会者的好评，这个名为“中国心
血管病大查房”的会议，开幕致辞不到 10 分钟，
会议全程采用多点线上线下病例讨论的方式，
百余位全国专家参与点评，80 多个分会场的医
生参与互动。仅 20 日上午，就有 2 万余人次进
行了线上收看。

“中国心血管病大查房”由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四医院心内科承办，至今已经举办十三
届。“之所以叫‘大查房’，是因为查房医生来自
临床的多个学科，从患者整体考虑，对疾病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的培训。这是全国唯一全程采用

病例讨论的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党委书记金元哲介绍说，
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讨论的模式，网络
端、手机端实时转播，在一天半的会期内，尽
可能多地剖析疑难病例，让更多的同行
受益。

记者在现场看到，会议 8 点开始，主持人
的开场白加上两位全国著名专家的视频简短
致辞后，马上转入病例讨论阶段。

“真没想到这么重要的学术会议，不说空
话，不讲排场，开板就唱。”辽宁省大石桥市中
心医院医生柴宪明第一次到现场参加会议，
对此非常惊讶。

“对于医生来说，开幕致辞的长短，远没
有案例干货有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心血管
疾病专家葛均波说。2018 年，葛均波由于工
作原因未能来到会议现场，就通过手机视频
通话为会议做了简短致辞，清新的会风给与
会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了解，2019 年第十三届“中国心血管
病大查房”共开设了 80 余个线上会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 120 位专家参与 45 个疑难病例
讨论。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第一医院医生尚宇
说：“我们特别享受这种会风，不用出门就能
得到最前沿的技术分享，对基层医院来说非

常珍贵。”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孙勇对

此深有感触：“如此大型的学术会议，要是把所
有人都集中到一个地方，费钱费时不说，还会大
大耽误医生诊疗的时间。对于医生来说，几分钟
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金元哲教授介绍说，“大查房”式的学术会
议可以让年轻医生快速成长，让偏远地区的医
生不出家门也能学习最前沿的医学知识，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同样也让专家避免
奔波各地的劳苦，让他们的经验通过网络平台
的交流，惠及更广泛的医生群体，造福患者。

（记者于力、高爽）新华社沈阳电

“大查房”式学术会议为何受欢迎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乌梦达）
记者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了解到，国庆前，
北京市距离天安门最近的“城市森林”之一
即将亮相。西单文化广场西南侧 6000 平方
米的一期“城市森林”景观将于“十一”前对
外开放，成为西单路口、长安街边的一片“绿
洲”。

120株乔木、30株灌木、27 万盆花卉，
让这片被高楼和车水马龙环绕的广场，变身
一个小森林。景观设计师介绍，西单文化广场

中选用的植物重视野趣，而非观赏性，并且以
北京乡土植物为主。

有别于传统城市景观，“城市森林”模仿
北京的自然森林群落结构，弥补了城市绿色
项目相对单一、特色不鲜明的问题，同时在吸
收二氧化碳和减少浮尘方面有一定调控
作用。

北京市西城区 2018 年启动西单文化广
场升级改造项目，将这一区域地上和地下作
为完整连续的城市空间系统进行改造。改造

升级后的西单文化广场景观内外有别，四周
密林环抱，中心豁然开朗、别有洞天。

据介绍，一期“城市森林”开放后，后续工
程将继续展开，预计 2020 年西单文化广场升
级改造项目将整体完成，“城市森林”总面积
将超过 1 . 1 万平方米。

2019 年，北京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
出，新建一批城市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小微
绿地，拆后还绿 1600 公顷，总面积约相当于
5 . 5 个颐和园。

距天安门仅 2000 米“城市森林”国庆前亮相

杭州水清鱼跃，“钓图”帮市民轻松找钓点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许舜达）“水清鱼欢，

泛舟垂钓”，这是不少人对于美丽河道的美好
愿景。而在江南水乡杭州，这一愿景正在逐步
实现。近日，杭州将全市 500 余个垂钓点绘制
成了一张地图，市民群众和垂钓爱好者只需
通过手机 App，就能轻松找到家门口的垂
钓点。

随着“五水共治”和美丽河道建设的持续
推进，杭州城市河道的设施更加完善，水质不
断改善，河道里的鱼虾也逐渐多了起来。一个
问题随之产生：怎样让市民享受到城市河道
的治理成果？

2016 年起，杭州逐渐放开可垂钓河道，

并结合市民的意见陆续设置了垂钓区试点。
2018 年底，杭州全市 45 条城市河道的垂钓
环境提升项目相继完工并通过验收，共为市
民免费提供了大约 500 个公共垂钓点。

据了解，河道开放垂钓功能主要须具备
三个条件，一是水质在Ⅳ类以上，二是河道
的水生态系统相对完善和稳定，三是有相关
的安全配套设施，如亲水平台、安全警示
牌等。

为了继续推动“还河于民”，近日，杭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二队会同杭州市城市河道
保护管理中心、杭州市数字城管信息处置中
心，完成了钱塘江垂钓疏导区上城段、钱塘

新区段以及城市河道垂钓区的垂钓点名称、
所在街道（社区）、具体地址、管理单位、经纬
度的基础性普查工作，并将全市 500 余个垂
钓点绘制成一张地图，纳入最新上线的新版
“贴心城管”App，大大方便了市民群众查找
垂钓点。

市民下载并登录“贴心城管”App 后，找
到“钓鱼点”模块，点击进入后就可查看周边
垂钓点。点击地图上的“小鱼”图标，就能显示
当前垂钓点名称、地址、钓位及距离等信息，
还可以一键导航到选中的目的地。据了解，
“贴心城管”App 内的“钓鱼点”模块近期将
更名为“家门口垂钓点”，功能将更加完善。

杭州利用“城市大脑”

助力交通“弹性限行”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张璇）20 日，“非浙 A 急事通”

已上线 1 个多月。日前，杭州对外公布了一组运营数据：
平均每天申请 4203 个，总申请数超过 14 万次；周五申请
量比其他工作日多出 40%；该服务最受绍兴、上海、嘉兴
三地车主欢迎。

据介绍，“非浙 A 急事通”是杭州基于城市大脑技术
推出的一项新政策，可实现“弹性限行”。非本地牌照车辆
可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浙里办”申请进入限行区，申请一
次，使用一次，每年可申请 12 次。车主从点击申领到审核
通过，整个过程快速、便捷。服务生效后自动生成电子凭
证，方便车主在限行时段、路段通行。

阿里云数据智能事业部总经理曾震宇表示，此前，城
市管理者们只知道机动车的保有量，但并不知道路上到
底跑了多少辆车。只有掌握了城里实时车辆这个数据，才
能更科学地制定限行政策以及应对拥堵问题。杭州率先
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数得清主城区实时车辆的城市，这
为解决拥堵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城市大脑是杭州市政府联合阿里巴巴等企业共同研
发的城市智能中枢，目前已经在交通、城管、环保、消防、
医疗、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投入使用。据城市大脑分析，
杭州主城区早晚高峰路面车辆数约 30 万辆，平峰时段车
辆数 20 万-25 万辆。

数据显示，目前杭州高架道路匝道上 50% 的匝道路
口信号灯，已经由城市大脑智能调控，整体通行效率提升
15 . 3%。

解决群众烦心事

提升百姓幸福感

▲ 9 月 19 日，爱山小学教育集团仁北支部党员志愿者在“便民晚托
班”给湖州龙泉街道西白鱼潭社区早放学的孩子们上音乐课。该街道组织
党员志愿者开设“便民晚托班”，方便因为早放学而无人看管的低龄段孩
子们有地方学习、游戏，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醉美西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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