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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 8
月 6 日电（记者刘
勤兵、杨焱彬）植被
破坏、基岩裸露、地
表呈现类似荒漠化
景观的土地退化，
这就是石漠化，被
称为“地球癌症”。
　　 60岁有余、两
鬓花白、穿一双登
山鞋行走在贵州的
“穷山恶水”间，他
叫熊康宁，是贵州
师范大学教授。
　　 20多年里，战
石漠化、战贫困，他
成了一名生态“战
士”。

石漠变绿洲

　　“烧一山、种一
坡，收一箩、煮一
锅，养一家、穷一
窝。”为解决温饱，
村民就得开荒种
地。1996 年，初次
到花江大峡谷石漠
化片区调研的熊康
宁 对 这 里 印 象
深刻。
　　在贵州省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以南、贞丰县以北
的北盘江花江大峡
谷两岸，近九成国
土面积都是喀斯特
地貌。毕业后一直
留在贵州师范大学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的熊康宁，到现场
后惊呆了：“当时这
些石山大多都已石
漠化，放眼望去，一
片荒凉。”
　　石山多土山
少，土地瘠薄破碎，
当地老百姓只能从
石头缝里讨生活。
　　“土如黄金水
如油，满山都是大
石头。”2004 年 8
月，熊康宁团队在
花江大峡谷正式设
立喀斯特治理示范
区，他一头扎进石
头堆里，探索治石良方。
　　造林、种草、进行生态移民、改善农村能源
结构、保证基本农田建设……熊康宁的研究成
果很快转化为生态治理的实践，“有 30% 的石
漠化是因为砍柴烧炭，有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不
活一方人，老百姓不上山砍柴了、迁出去了，石
漠化自然就遏制住了。”
　　经过 20多年的努力，花江大峡谷石漠化治
理示范区的植被覆盖度，从 1996 年的 3% 提升
到 2019 年的 51%，石漠化面积比例降低了
31%。
　　论文写在大地上，石漠从此变绿洲。

点石成“金”

　　山上山下，修枝翻土，细雨中，关岭县花江
镇坝山村村民曾德春顾不上沾满泥水的解放鞋
和淋湿的头发，拿着剪刀在花椒树下打理着。在
这里，花椒树和火龙果已经深深扎根在石缝间。
　　“20 多年前，我们在开荒后的石头缝里种
玉米，土一年翻几道，雨水一来就冲走，土地越
种越薄，粮食都不够吃。”曾德春说，“石漠化给
我们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贫穷。”
　　花椒树耐干旱，适合缺水少土的山区。“一
亩成熟的花椒林能产 800斤左右鲜花椒。”曾德
春说，按今年行情，每亩花椒产值超过 1万元。
　　“在治理石漠化的同时，要让老百姓获得经
济效益。”为让石漠化治理实现产业化、市场化、
规模化，吸引老百姓参与进来，熊康宁经常住在
村民家里，潜心做好对比实验。
　　“为了能采到土壤样本，他在大山里一扎就
是一天，晚上回来浑身是泥。”北盘江岸边的贞
丰县查耳岩村村民饶大友是熊康宁的老朋友
了，“1997 年，我家还是小木屋，他就住在我家，
有时一住就是一个月，如今我家是二层楼房了，
他来调研还住我家。”
　　“当时他家只有一张床、一口锅，每人只有
一套衣服，换洗的都没有，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熊康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以蓄
水、治土为核心，特色经济林种植及高产技术为
支撑，把花椒、火龙果、皇竹草等适应石漠化环
境生长的经济作物，种在了花江大峡谷两岸。
　　这套生态经济体系被称为“花江模式”，当
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1996 年的 610 元提高
到 2019年的 9863元，脱贫率达 96.85%。
　　深爱一片土地，帮富一方百姓。

开创治理新模式

　　在花江大峡谷石漠化治理的基础上，熊康
宁带领团队还开创了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的
“毕节模式”“清镇模式”“果化模式”等，为国家
开展石漠化治理专项提供了治理模式、技术体
系和示范样板。
　　 2013年，熊康宁组建了国家喀斯特石漠化
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5 年至 2019 年，利
用这些成功模式，全国 200 个石漠化综合治理
重点县完成治理面积 0.71万平方公里。
　　“我亲眼见证了这整片山的生态环境变
化。”花江镇退休干部向德宝感慨万千，“30 年
前，我们这一带全部是荒山石头，种植花椒以
后，山青了，群众富了，实现了经济和生态双
赢。”
　　熊康宁说，石漠化治理不仅为了绿水青山，
“我们还要考虑它的整个生态系统是不是完善，
最终还要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把石漠化治理、生态产业发展与县域脱贫攻
坚相融合，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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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宁 8 月 5 日电（记者何伟、黄庆刚）
上半年水质优良率达 100%，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62.45%，植被生态质量和改善程度位居全国前
列……广西近年来坚持生态优先理念，紧抓生态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治理，不断擦亮“山清水秀生
态美”金字招牌，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秉持绿色理念 生态持续向好

　　夏日清晨，广西南宁市那考河湿地公园里美
人蕉花开正艳，河水清澈，各类花卉和水生植物繁
茂。不远处的广场上，几位市民正在晨练。“这里空
气好、环境优美，我每天都来锻炼。”年近七旬的南
宁市民唐祖东说。
　　那考河此前是一条“臭水沟”，河道沿岸有 50
多个污水直排口，水质多为劣五类。这条河的蝶变
始于 2015 年。这一年，南宁市在那考河实施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通过截污改造、海绵城市技术“造
血”，那考河水变清了，并依托那考河建起了绿树
环绕、风景秀丽的湿地公园。
　　“广西水环境质量正持续变好。”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二级巡视员赖春苗说，广西多地利用“互联网+”等
科技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空气、地表水、近岸海域水质
等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一些主要指标位居全国
前列。今年 1至 6月，广西 52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
　　广西梧州市推行“天眼+地勤”工作模式，借助先
进科技，对大气污染源实行多点防控；玉林市建成大
气环境网格化监管系统和环境综合治理可视化监控
系统，精准识别并处理污染源；桂林市利用大数据及
地理信息技术，实时分析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广西各地各部门紧抓生态建设，全力打好蓝
天保卫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一级主
任科员王新巍说，今年上半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8%，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厚植生态优势 释放“绿色红利”

　　“山清水秀生态美”是广西的金字招牌。近年
来广西坚持生态优先，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了一条具有壮乡特色
的绿色发展之路。

　　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巴马瑶族自治县
发挥生态优势，加快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在那桃
乡平林村仁寿文化源景区，村民吴银孟将自家三
层楼房租给当地旅游公司经营民宿，每年收取租
金 6万多元，自己则应聘成为民宿保洁员，每月
领取 2000多元工资。吴银孟说：“绿水青山正在变
成金山银山，让大家的腰包逐渐鼓起来。”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我国知名旅游胜
地，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
的农村人口有 23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5 万多
人，已有 3万多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
　　广西不断厚植生态优势，释放“绿色红利”。
自治区林业局副局长陆志星说，2016年以来，广
西统筹利用各级财政资金 11.85亿元，大力实施
生态护林员选聘续聘工作。截至 2019 年底，广
西选聘续聘生态护林员 5.8 万人，带动超过 18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实现脱贫。

强化政策支撑 传承绿色接力

　　北部湾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多年前，北部

湾计划建设大型造船厂，按照地形条件，三娘湾
一带最合适。但这里是珍稀海洋生物中华白海
豚的“栖息地”，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钦
州市修改规划，从地理上划出一条白海豚保护
的“生命线”。
　　广西坚持生态惠民，不断强化政策支撑，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各级政法机关积极引导群众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
惩处力度，强化公共利益维护，在八桂大地上构
建起一道生态保护的法治屏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龟石国
家湿地公园辟出“复植补种教育基地”，乱砍滥
伐案件中情节较轻、有悔过情节的违法人员，可
在这里补种林木。
　　为传承好“绿色接力棒”，给青山绿水搭建
起“司法屏障”，广西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等规定，主动加大环
境权益保护力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深入
人心。

广西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

　　青山叠嶂，竹影婆娑，一湾碧水盘绕峰峦之
间，一叶竹筏摇曳漓江之上，这是位于广西桂林
市阳朔县兴坪镇的一处风景——— 黄布倒影。20
年前，这片山水被选为第五套人民币 20 元纸币
的背面图案。20 年来，这里的人们以山水为荣，
打响生态保卫战，守护漓江生态底色。

　　漓江之畔，游人如织。“90 后”筏工秦升在
兴坪码头搭载游客泛舟漓江之上，一路介绍家
乡美景。“家乡的山水风光能印在人民币上，我
们都很自豪。”秦升说。

　　碧绿的漓江水，千百年来养育着两岸的漓江
儿女。自小在漓江边长大的秦升，乘着父辈用竹子
制作的排筏，在漓江上捕鱼捉虾，到河对岸上学。

清清河水，小小排筏，承载着他儿时美好的记忆。

　　然而，眼前这片秀丽山水也曾饱受创伤。为
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当地村民曾大规模种植
砂糖橘等经济作物，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不惜
开垦荒山。兴坪镇党委书记杨礼华回忆 2016 年
刚到任时的场景：漫山遍野都是大大小小的果
园，原本郁郁葱葱的青山变得满目疮痍。

　　“毁林开垦破坏水土，每年汛期大雨过后，
漓江水就变得浑浊，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恢复，有
损桂林山水的‘金字招牌’。”杨礼华说。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当
地党委政府立即启动漓江风景名胜区“四乱一
脏”专项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对毁林开垦、违法
乱建、非法捕捞等行为的整治，仅 2016 年就查
出毁林开垦面积 3500 亩，同时对毁林种果行为
进行查处，开展漓江两岸复绿工程。

　　“刚开始有些村民不理解，我们就发动各村党
员干部，通过他们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村民
退耕还林，坚决打好生态保卫战。”杨礼华说，位于
漓江风景名胜区内的采石场也陆续被取缔、关停。

　　经过几年努力，这里的山峦重新披上了绿
衣，河水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农村环境也逐渐改
善，各村新建垃圾池、配备保洁员。在 20 元人民
币“打卡地”对面的大河背村，村里聘请了 2 名
保洁员，村民每人每年缴纳 50 元保洁费，岛上
民宿、酒店每家每年投入垃圾清运、污水处理等
费用 600 元至 2000 元不等。

　　“现在村子变得干净整洁，村民素质也大大
提升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保住我们的‘金
饭碗’。”大河背村村民徐小美感慨道。她是兴坪
码头为数不多的女筏工之一，随身携带的“筏工
证”让她深感自豪。

　　在徐小美的记忆中，漓江上的排筏经营也曾
经历无序竞争时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桂林
山水美名远扬，看到许多游客被吸引而来，“嗅”到
商机的沿河两岸村民便用排筏载客挣钱。“那时候
家家户户只要有排筏就出来拉客，有时漫天要价，
有时又低价抢生意，河面上排筏混乱不堪，有时还
会发生意外事故。”徐小美说。

　　为科学保护漓江生态，规范旅游环境和秩序，阳
朔县委、县政府基于“保景富民、利益分享”原则，于
2010 年成立阳朔县漓江景区公司，漓江下游阳朔至
普益段排筏游于 2013 年正式纳入景区公司管理。

　　“公司收购村民的排筏统一管理，从 1 万多艘

压缩到如今的 1200 余艘，规定一户一筏，还组
织筏工培训，考核通过才能持证上岗。”阳朔县
漓江景区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峰说，景区成立后
给沿河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优先聘用贫
困户参与排筏营运。此外，沿河杨堤 、兴坪等 5
个乡镇 5.6 万多人每年还能获得景区分红。

　　如今，漓江之上排筏井然有序，筏工轮流上
岗。“现在我们实行轮班制，上班、务农两不误，
公司负责安排统筹，不用操心客流量。”秦升说，
曾外出打工的他又回到家乡发展，仅筏工这份
工作，一年就能挣 3 万多元。

　　随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向纵深推进，位

于漓江山水精华段的兴坪镇始终坚持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开展漓江沿线乡村风貌提升行动，持续推
进漓江功能提升和生态保护，积极打造以乡村
旅游、精品民宿为代表的旅游新模式。

　　当地群众从人居环境改善中获益，许多家
庭吃上了“旅游饭”。兴坪镇画山村村民周光元
前年刚将自家楼房改造成民宿，去年就收益 3
万多元，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饭馆更是带来稳
定收入。“基础设施改善后，游客纷至沓来，大
家的‘钱袋子’自然就鼓起来了。”周光元说。

（记者卢羡婷、陈一帆）新华社南宁 8 月 6 日电

▲执法船在漓江上巡查。新华社记者卢羡婷摄

守守护护漓漓江江底底色色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6 日电（记者李继伟）矗
立滦河岸畔，饱览一湖
碧波，深吸一口水润的
空气，王建军非常感慨：
“大半辈子了，对滦河着
实是又爱又怕，能见到今天这番美景，想不到，想
不到！”
　　源头拴着塞罕坝，龙首探进渤海湾，被冀东人
民誉为母亲河的滦河，是继海河水系之后河北省
内第二大水系，千百年来哺育着两岸百姓。
　　然而，滦河也是有脾气的河流：季风飒飒、雨水
充沛时，滦河充满了暴躁和狂乱。几百年来，滦河在
汛期时河水泛滥并夹带泥沙，流经河北省迁安市
时，河道中间冲积出一片 22平方公里的夹心滩。
　　“地有多大产，全看滦河‘两张脸’。”今年 63
岁的王建军出生在夹心滩上。他说，生活在这个岛
屿上的 8700 余位老百姓，时常面临威胁：一到旱
季，滦河断流，大片沙滩裸露，风吹沙丘带来沙尘
暴；到了汛期更糟，与外界联系的草桥被冲垮，摆
渡船不敢下到湍急的水流中，村民们被困在孤岛
上，眼看洪水漫上炕头，还能往哪儿逃？
　　王建军忘不了，那年住在河对岸的亲人去世，
他想赶去见上最后一面。可跑到桥头一望，汹涌的
洪水裹挟着上游冲下的檩子、牲畜呼啸奔涌，只得
望洋兴叹，留下一生遗憾。

　　“需要探索一个法子，对河流要有新认识，
不能唯恐避之不及，要因水而兴。”迁安市滦河
文化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任顺说，
转机出现在 2003年。
　　如何“驯水”？如何“因水而兴”？面对旱季缺
水与汛期洪灾并存的困境，迁安市近年来投入
近百亿元进行滦河生态修复，将居住在夹心滩
内的人口全部迁出并妥善安置。
　　“以前河底被淤泥和尾矿砂糊住，汛期河水
汹涌流过难以下渗。现在经过疏浚、挖湖、治
污……土壤渗透性提高，表层水与地下水畅
通。”迁安市水利局滦河生态防洪工程管理中心
主任章瑞银说，“驯水”就要了解水的习性，从洪
水肆虐到水旱从人，滦河“解压神器”——— 人工
挖掘的黄台湖起到了重要调节作用，它让滦河
想犯脾气时能够“深呼吸、喘口气”。
　　泛舟黄台湖，彩云两岸走。记者眼前这个比
西湖还要大的人工湖泊，不仅温润秀丽，更调节
着区域小气候，成为迁安人民收获幸福感的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

　　“驯水”更是“治城”。
迁安铁矿储量达 27.2亿
吨，是河北著名的“钢
城”，但“一钢独大”的产
业结构也使迁安陷入了
资源依赖困境。滦河生

态修复为迁安从“钢城”向“水城”转型铺就了生
态底色，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创造了容量空间。
　　如今，从飞机上望下去，迁安市与滦河，正
是一湾秀水抱城来，如孩子安稳枕在母亲臂弯
中。湖光山色吸引了白鹭、天鹅等越来越多的珍
禽前来定居，更吸引了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科
技研发等产业的聚集。
　　任顺介绍说，以滦河综合治理工程为核心
区域，迁安市按照“沿河布局、跨河发展”的思路
“以水促转”，规划建设了总面积 67平方公里的
滦河休闲文化产业区，吸引了不少之前在外创
业的年轻人争相把家还。
　　每到傍晚，迁安市伟华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
经理张晓江就带领孩子们在滦河岸边挥汗训练。
　　“以前我们在北京租场地搞青训，现在被
家乡修复后的一湖碧水和沿河配套的文旅项
目所吸引，回来在黄台湖滨湖公园建设了国际
足联星级标准的足球场。”张晓江说，家乡越来
越美，准备在暑期组织北京的孩子们来迁安集
训，给他们讲述这里的巨变。

河北钢城“驯水记”

（上接 1 版）

“休闲经济”复苏脚步加快

　　手工酸辣粉、蚵仔煎、“网红超级大可
乐”……在上海锦江乐园夜市，琳琅满目的各地
美食让市民郑冰大饱口福。
　　“晚上不来点小吃和饮料，似乎就不算过夏
天！”郑冰笑着说。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餐饮业
正在加速复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餐饮收入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 23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已连续
3 个月好转。快餐服务、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
务等行业经营恢复水平较高。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家
正在抓住夏季夜间消费机遇，延长夜间营业时
间。全国约六成餐饮外卖商家 22 点后仍在营
业。家乐福线上大数据显示，近 60% 的小龙虾
订单来自夜间。
　　疫情发生后，线下影院、文艺演出等活动一
度按下“暂停键”。近日，全国低风险地区的电影
院有序恢复开放，各地文艺院团、剧场剧院也陆
续“重启”。
　　北京市属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在京开幕；
天津组织各大文艺院团推出一系列精品剧目和
演出；“黄河之滨艺术节”在甘肃兰州开幕，计划
演出 100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演出扮靓了这
个夏天，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为精神“充电”。
　　二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15.1 个百分点，6 月份降幅进一步
收窄，已连续四个月改善。
　　“能够在短时间有效控制疫情，实现经济由
降转升，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潜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同时也要看
到，二季度的回升增长仍然属于恢复性增长，疫
情冲击的损失尚未完全弥补，推动经济回归正
常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下半年已经开启，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系列
部署为中国经济危中寻机、主动求变指明方向，
全国各地聚焦“六稳”“六保”不断加力，刚刚遭
受洪涝灾害的省份也在加快恢复生产。在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中国正朝着既定目标
奋力前行。

　　新华社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刘巍巍）立秋
将至，暑热蒸腾。苏州太
湖岸边的标准化生态池
塘内，“资深”蟹农宋永
康乘船喂蟹。22 年来，
这是他头一次“上岸”养蟹。
　　此前，宋永康与吴中区东山镇众多养殖户一
样，在东太湖围网养蟹。“污染湖水，产量也不高；
一旦碰上自然灾害，更是损失惨重。”宋永康说。
　　 2008 年开始，为改善太湖水环境，当地缩减
太湖围网面积。到 2019年底，拆除全部完成。
　　围网拆了，“失业”的蟹农怎么办？
　　东山镇在沿太湖岸边 3 公里建设标准化池
塘，引进科研机构，组织就业培训，打造 6000亩生

态养殖区，延续太湖大闸蟹产业链。
　　宋永康承租了 216亩池塘，干起老本行。
　　以前在太湖里风吹日晒，如今车子可以开
到池塘边，尾水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经过一段
时间的养殖实践，宋永康发现，内塘放养的大闸
蟹质量并不比以前差。“如果养得好，100 亩水
面能赚个二三十万元。”他说。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农林服务中心主任李
浩宇介绍，大闸蟹生态养殖预计亩产 200 斤到

250 斤，品质和产量较
围网养殖均有所提升。
　　越来越美的太湖，
激活了旅游“一潭春
水”。眼下，太湖岸边的
农家乐生意火爆，古村

落人头攒动，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超过 4万元。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副镇长杨忠星说，东山
月月有花、季季有果、天天有鱼虾，全镇 400多家
农家乐从事农业旅游，还带动了农产品销售。
　　“天堂”之美，美在太湖。苏州拥有太湖 3/4
左右的水域面积，从以前遍布湖区的围网，到如
今的烟波浩渺，这里将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红
利，打通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
道，勾勒出动人的生态富民图谱。

太湖蟹农“上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