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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姑塘镇下
着小雨，几只苍鹭掠过，湖面泛起阵阵涟漪。一艘刚发动的
巡护船轰隆作响，船头印着“九江市微笑天使江豚保护中
心”的旗帜十分亮眼。

驾驶舱内，52 岁的王第友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今天下
午我们往下游方向巡护。”10 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鄱阳湖上
捕鱼的王第友，是九江市微笑天使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队长。
“在滨湖村庄居住的，大多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开了大半辈子
渔船的他如今驶向鄱阳湖时，却不再是去捕鱼了。

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以秀美壮阔的自然风光闻名于
世，不仅为“鱼米之乡”提供丰富物产，也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的乐园。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捕捞，鄱阳湖渔业资源曾
经一度减少。

2016 年，王第友“洗脚上岸”成为鄱阳湖上的一名巡护
员。“几乎每天都要下湖巡护，工作主要是观察江豚和候鸟，清
理湖面垃圾，举报非法捕捞和非法采砂。”他说。

2018 年 11 月，王第友注册成立九江市微笑天使江豚保
护中心，组建巡护队，如今 6 名队员均为“洗脚上岸”的渔民。

“大家都逐渐明白，保护鄱阳湖是我们渔民的责任。”王第
友说。

今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
实行渔业禁捕。作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鄱阳湖湖区 300 多
个渔村，超过 10 万名渔民将结束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上岸
转业”。

九江市微笑天使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队队员，有的上
岸后在园区干过保安，也有的做过小龙虾养殖，最终回到
鄱阳湖，全职干起了环境保护事业。每周，巡护队都会“出
征”五天，每天分上午、下午两班巡查湖面，并细致地做好
记录，一趟大约要走 30 公里。

“这两年，湖里的鱼明显多了不少。我们在巡护时也时常
看见江豚跃出水面，那是一种别样的风景。”王第友告诉记者。

鄱阳湖上，越来越多的渔民放下捕捞工具，开始加入到环
境保护的队伍当中，保护江豚等水生生物。

“为了鄱阳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坚持干下去，为
子孙后代‘留’住这一湖清水。”王第友说。

（记者陈毓珊、邬慧颖）新华社南昌电

鄱阳湖渔民“转业记”
眼前这位六旬老人，高高瘦瘦，黝黑的脸上刻满昔日“风

里来，浪里去”的风霜。他的名字是张忠文，家在湖北咸宁嘉鱼
县王家庄村，曾是在西凉湖上围网养鱼的一名渔民。

西凉湖位于咸宁，是湖北省内面积位居前列的湖泊之一。
沿湖而居，大量渔民在湖中围栏、围网养鱼，面积一度高达 7 万
余亩。和周边村民一样，张忠文也选择了“靠湖谋生”，在西凉湖
上围网养鱼 20 多年。高峰时，他在湖上的围网面积有 18 亩。

围网养鱼泛滥，影响了湖泊的水质，一些传统养殖方式，也
造成了湖泊水体的污染。近年来，湖北省、咸宁市全面推动湖库
拆围工作，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张忠文成了西凉湖畔最后一批
上岸的渔民之一。

离湖上岸，何以为生？他开始思考“转型”的出路。在咸宁
市、嘉鱼县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先行先试，拿出 7 万
多元积蓄，承包荒山，种植脐橙。

铆足了劲，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路”。
多年在湖上的风雨中穿行，他有着不向困难低头的坚韧。

他试着在山上种上脐橙 12 亩，通过不断摸索、虚心向农业系
统专家求教，脐橙的亩产逐渐达到数百公斤。扣除各种成本开

支，一算账，每亩的纯利润可达几千元。
看到经济效益可观，在张忠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昔日的

渔民也开始变身为果农。从水上到陆地，从“上岸”到“上山”，王
家庄村的脐橙种植规模持续增长。

随着种植脐橙的农户越来越多，张忠文还牵头成立了脐
橙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 100 余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0
户，每户年均可增收万元以上。

如今，这个鄂南山村正在焕然一新——农村道路综合整
治全面启动，通镇、通村的道路越修越好；供水供电改造有序
推进，有效满足果农的灌溉用电需求；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有条
不紊，大山之中、脐橙树下，迎来更多游客……村里脐橙基地
总面积也已逐步扩展至千亩，产量节节攀升，年销售额已从数
十万元跃升到数百万元，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渔民老张的故事，正是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和奋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账”和“经济账”，就这样，伴
随从渔民到果农的身份转变，实现“双赢”。

（记者梁建强）新华社武汉电

西凉湖渔民“种橙记”

新华社大连 6 月 2 7 日电
（ 记者蔡拥军、郭翔）晚上 6 点
多，刚刚完工的大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项目门诊楼内灯火
通明，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建设手
术室净化工程。“疫情影响了项
目进度，医院年底要交付使用，
项目建设还得加速。”项目投资
方负责人王赞说，近期，项目现
场施工人员数量要翻倍。

抢滩新基建、补强产业链、赋
能“老”基建……复工复产以来，
大连结合城市发展规划，紧抓既
有应时之功、又有长远之效的重
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在特
殊时期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以高
质量项目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高地 ，吹响新基建
“集结号”

在塔吊林立、卡车穿梭的中
国移动（大连）数据中心项目建设
现场，项目现场负责人刘开文一
边打电话询问配电工程推进情
况，一边与施工方人员商议如何
加快建设进度，“项目一期在年底
要竣工，必须加快‘进度条’。”刘
开文说，总投资约 25 亿元的中国
移动（大连）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满
足大连及周边地区客户未来 5 至
10 年的数据存储和交换需求。

作为老工业基地，大连正处
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想
要在新一轮产业转型中脱颖而
出，新基建毫无疑问是基础。今
年，大连加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建设，预计完成建设投资 45 . 1
亿元，其中关于 5G 的投资 30 . 3
亿元，拟建设 5G 基站 6586 个。

大连金普新区近期与相关
企业就数字经济试验区新基建
项目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内
将在金普新区基于 5G 与人工
智能技术构建智能网联创新环
境，打造数字经济新基建试验
区，推动从研发、测试到商用落
地全周期内的基础设施和示范
应用环境的搭建。

抢滩新基建，注入新动能。从
布局 5G 基站到建设数据中心，从工业互联网应用到谋划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大连正通过一系列新基建项目建设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抢抓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新升级，补强产业链“划重点”

总投资 1000 亿日元的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新工
厂项目一期厂房即将竣工，为其配套的 34 家关联企业也
将逐步落地。项目 2021 年全部建成后，该工厂新能源汽车
马达年产能最高将达 360 万台，并拥有一个近千人规模的
研发中心。“日本电产新工厂项目是大连以产业链思维推
进重大项目落地的代表，既是直接投资，又能带来‘ 1 变
多’的产业集群发展。”大连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处副处
长王孚尧说。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考验了各地产业链的稳固、供
应链的安全。复工复产以来，大连围绕重点产业链，落实
“链长制”，对区域产业链、行业产业链等各类产业链进行
深入分析和认真研究，有针对性地引进产业，精准开展配
套服务，补齐拉长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关联度，推动产业
集聚发展、集群发展。

距离大连庄河市岸线 20 多公里的北黄海上，施工船正
在吊装风机设备，数十个“大风车”错落有致，不停转动。陆地
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建成投产。“庄河
正形成从清洁能源生产利用到装备制造的产业链。”大连北
黄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祥东说，当地将继续大力引进清
洁能源产业链条上的企业，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绿色石化
产业集群……大连变招商为“选商”，以抓产业重大项目落地
为依托，做强优势产业集群。今年，大连将重点打造 10 个百
千亿级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硬支撑，赋能“老”基建“新内涵”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邹旭看来，按照三
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项目既
是传统基础设施项目，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项目位于缺乏
优质医疗资源且远离大连主城区的普兰店区，作为重要的民
生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普兰店区，乃至周边的瓦房店市、庄
河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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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记者陈爱平、梁建强、蔡馨逸、
王晓丹）吃粽子、挂香囊、赛龙舟，这是端午节的文化传承。与
此同时，时令商品消费强劲、民俗节庆活动迈上“云端”，传统
节日展现出时代的新特点。

粽艾飘香，各地文旅活动迈上“云端”

端午假期 3 天，上海市民徐海清与多位好久不见的亲
朋好友再次团聚，走亲访友自然少不了应景食物粽子。“端
午是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来，第一个适合亲朋
好友团聚、共祝彼此安康的中华传统节日。”徐海清说。

居民消费热情高，老字号粽子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分布
在上海市区的门店外，消费者有序排着长队；直播、网购平台
上，网友一边互动一边“剁手”。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静说，今年端
午应需生产 380 多万只粽子，较去年产量翻番。不仅物美价廉
的袋装粽子卖得好，价位在 150 多元至 250 多元的礼盒装粽
子需求也很旺盛。“经历疫情，人们对健康更加重视，食品餐饮
消费升级，更多消费者习惯了网购。”智静说。

6 月 1 日至 21 日，淘宝天猫平台上粽子成交额同比增长
153%。此外，糯米、粽子叶等食材成交额同比大幅增长，还有
“自热型”粽子、“人造肉”粽子等新鲜品类涌现。

各地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上海欢乐谷的“‘粽’享欢乐”
活动现场，传统的投壶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星光夜场回归。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上，游客边吃
亲手做的绿豆糕边看“唐仕女”歌舞表演；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里，人们穿唐装、点雄黄，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

传统民俗活动更在“云端”焕发生机。在屈原故里湖北省
秭归县，有别于往年赛龙舟、割菖蒲、办诗会等线下人头攒动
的景象，“2020 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云上”揭幕。进入“屈
原故里云上展馆”页面，点开视频链接，观众仿佛置身“屈原故
里端午祭”大典现场。

在陕西省安康市的龙舟节活动现场，宽阔的汉江江面，龙
舟健儿挥旗击鼓、挥桨操舟，摄像机和手机镜头将这场龙舟横
渡转播给全国观众。“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组委会对龙舟节现
场观众人数有严格限制。但通过网络，无论观众身在何处，都
可以看到传统活动盛况，了解民俗文化。”中国安康汉江龙舟
节组委会副主任付波说。

祛病防疫，战“疫”有底气、生活很安心

西安市级非遗项目雁塔棉絮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宝兰在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一处展台向游客展示如何制作香囊。“驱毒

辟邪是端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至、五毒出’，因此人
们佩戴香囊。”

她说，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人们注重祛病防
疫，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分餐进食等新习惯，与端午
传统习俗正相呼应。

来自重庆的游客杜刚来到西安饭庄享用美食。进店前扫
码测温、店面餐具严格消毒、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等疫情防控
措施让他非常放心。“精细的防疫举措让人倍感战‘疫’有底
气、生活很安心。”杜刚说。

全国已有 10064 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各地旅游
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
量的 30%。在上海，100 多处国家 A 级景区全面实施门票
预约机制，探索“预约旅游”常态化。在湖北，文化旅游场馆
有针对性地制订恢复开放方案，例如湖北省图书馆特别注
意加强书籍管理，归还和借出的书籍严格进行有效消毒。

生产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保障消费旺季的各类产品
供应。在杏花楼位于上海的蒸煮类食品生产车间，员工们熟练
地翻折粽子叶，填充糯米、鲜肉等……

智静介绍说，疫情期间，车间内减少了操作台数量，原先
每两人共用一张台面也变为一人一台，让员工们保持足够的
间隔距离。“今年粽子市场需求明显提升，而车间内同时作业
的员工数量受限，工厂因此提前制定计划启动了粽子生产保
障供应。” （下转 2 版）

线上线下消费升温 文旅活动上“云端”
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华社上海 6 月 27 日电（记者杨金志、吴霞）在上海
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南京东路附近，高楼大厦、繁华街市之
间，还有一片百年历史的老式洋房弄堂。黄浦区南京东路
街道辖区内的江阴路 72 号，就是这么一个老旧小区。这里
住着 26 户人家，约 80%是 60 岁以上老人。

说是老洋房，但这里的房屋都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陈旧老化，空间拥挤，楼梯陡峭，如厕洗澡不便。“以
前就是三个字：脏、乱、差。”住在这里 44 年的居民宋伟
珍说。2019 年起，南京东路街道对江阴路 72 号实施了
综合性改造。

“我们通过居民座谈、现场勘察及交流、方案征询等，
结合这里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相关诉求，将重点放在了公共
部位的更新和‘适老化’改造上。”南京东路街道顺天村党
总支书记徐定珠说。

经过半年多的“微更新”，老洋房变了。
——合用卫生间变了。在一间合用卫生间，记者看到

全新的淋浴房与马桶间，墙壁上有方便老人使用的安全扶
手、折叠椅，还有紧急呼叫报警装置。合用卫生间，卫生清

洁谁来管？墙上的一张卫生值日表给出了答案。居民自己排了
值日表，一家七天，井然有序。

——公共空间变了。一楼的庭院和顶楼的天台，是弄堂里
主要的公共空间。“以前为了多占一点空间，张家堆一个盆，李
家放一个缸，公共空间存在严重的杂物堆放与违章搭建现
象。”徐定珠说。

对小庭院和顶楼天台实施改造后，堆物被清理干净，腾出
的空间成了居民们聊天的地方，路面被修平，还铺上了地砖防
滑条。顶楼天台成了“空中花园”，看看你家的绣球花，瞅瞅我
家的月季花。街道还为居民在顶楼装上一块 20 平方米的太阳
能板，“阿拉楼道里的灯现在用的就是太阳能发的电。”居民张
阿伯得意地说。

——居民们的心态变了。“以前上下楼不方便，能不出门
就不出门，现在楼梯、走廊的墙壁上都安装了扶手，没事我就
喜欢去顶楼天台坐坐、看看。”居民钟阿姨说。

“以前小孩子来看我们老两口都不愿来家里坐，觉得环境
差，不方便，现在他们周末有空都要来家里看我们，顶楼的小
花园经常聚集不少孩子。”宋阿姨说。

让基层干部感到惊喜的是，不仅小区面貌发生了实实
在在的变化，更难得的是，居民从周边细小变化中，愈加感
受到城市的温度。“一些居民自发开始家园改造，还有一户
搬走的居民主动回搬。”徐定珠说。

其实，改造并不容易，家家有难念的经，人人有要算的
账，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来自生活、来自基
层的智慧。“小区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居民自己拿主意。”南
京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顾定鋆说，发动居民自治成了解决
小区疑难杂症的良药。

72 号有个居民自治小团队，由五位 65 岁到 75 岁的老
阿姨组成，居民们亲切地称她们为“五朵金花”，老党员宋伟
珍是她们的小组长。“街道和居委会干部是我们的后盾，我
们自己也是居民，跟居民聊啥事，近一点，也就更亲一点，大
家体谅多一点，事情进展就快一点。”宋伟珍说。

“螺蛳壳里做道场”，“微更新”让老旧小区发生了大变
化。江阴路 72 号的变化，生动地阐释着这个重要理念——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如今，类似的“微更新”改造
正在顺天村社区、南京东路街道、黄浦区、大上海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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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居民宋伟珍介绍江阴路 72
号经过更新改造的顶楼小花园。

小图：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江阴路
街区与地标建筑上海明天广场大厦。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端午假期，水资源丰富的景区成为休闲纳凉的
好去处。图为游客在湖北秭归三峡竹海生态风景区
内体验竹筏亲水项目。 新华社发（王家满摄）

亲水觅清凉
端午假期，人们纷纷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共享

假期。图为一名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金沙滩玩沙子。 新华社发（俞方平摄）

亲子享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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