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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本报记者李坤晟

　　老家在新疆喀什的麦麦提，两年前来到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经商。他每天晚上都要带着
小女儿到永宁江边散步。
　　爱上这里的漫江碧透、鱼跃鸟飞，但麦麦提
并不知道，他们每天散步的永宁公园，是台州生
态防洪、建设人水和谐宜居城市的成果。而北京
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参与设
计、体现“与洪水为友”理念的这个公园，成为
“绿色网红”。

让青蛙可以自由上岸

　　秋日的永宁公园，江畔依然绿草如茵。从亲
水平台上象征黄岩模具产业的巨大雕塑出发，沿
步道西行，放眼望去草坡绵延起伏，几位市民在
岸边悠闲地垂钓，丝毫看不出此前台风“黑格比”
肆虐过的痕迹。
　　从 2004 年开园算起，永宁公园已运营 16
年。当年负责公园用地征迁工作的魏志宏，现在
已是永宁公园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指着公司
一楼大厅的老照片对记者回忆说：“过去这里是
新老城区接合部，遍布垃圾场、养猪场、养牛场，
污水横流。”
　　今天的永宁公园湿地，常有白鹭飞来捕食
水里的鲤鱼，令魏志宏颇为头疼。他每年都要花
一笔预算，重新投养一些鲤鱼。
　　魏志宏介绍说，全长 3 公里的永宁公园分
为东西两段，俞孔坚设计的是西段。“东段一期
工程的河堤，是传统的混凝土‘三面光’，这是俞
教授坚决反对的。”

　　记者注意到，与东段相比，公园西段的江堤步道
外侧，不是光秃秃的水泥面，沿台阶而下，是种满茅
草、芦苇的河漫滩。魏志宏告诉记者，当初治理永宁
江时，原本要裁弯取直的一段河流，最终得以完美保
留；原本要水泥衬砌的公园堤岸，最终改以鹅卵石或
泥土衬砌，青蛙也可以自由上岸。
　　步道内侧是两公顷的内河生态湿地。这里除了
芦苇、茅草，还有柳树、水杉。按规划，内河湿地平时
是公园景观，防洪时就是一个蓄水池。与江堤外侧
的自由空阔相比，这里多了几分宁静。
　　魏志宏这 20 年的人生，与永宁公园密不可分。
两年后即将退休的他，信心十足地对记者道：“你晚
上来，公园里全是散步的市民。永宁公园好不好，我
说了不算，你得问问他们！”

不让钢筋水泥捆住江河

　　永宁江发源于黄岩西部括苍山，自西向东全长
约 80公里，被黄岩人视为母亲河。
　　已经退休的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郑钢回忆，2001
年，黄岩区委、区政府把永宁江治理和城市建设相结
合，启动了集水利建设和城市改造为一体的滨江世
纪工程。在城区江段，建设生态示范园。
　　 2002 年，一期东段完工后，在黄岩区交通局工
作的郑钢被领导点将负责永宁公园二期建设，台州
市要求二期工程品质要超过一期。
　　此时，俞孔坚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郑钢头一
次听到俞孔坚的新理念。“传统的做法是先规划好建设
用地，剩下的边边角角才搞绿化。他的理论是先把生态
的部分——— 水、绿地的空间留足，剩下的才搞开发。”郑
钢回忆道。俞孔坚生态优先的治河理念让他眼前一亮。
于是，他向市里推荐了俞孔坚。

　　多年以后，俞孔坚回忆自己给台州市的建
议：“把可能被洪水淹掉的地方做成公园、绿地
和湿地，甚至可以做成稻田、荷塘。河漫滩下设
计的浅滩深滩，鱼和青蛙可以在这里产卵，牛可
以下去喝水，人可以在这里行走。”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致力于推动“海绵城
市”建设的学者指出：“植物有弹性，就像人的血
管一样。然而现在许多大江大河都被钢筋水泥
捆住了，这会毁掉水的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的自
我调节功能。河床不断抬高，一旦失守，后果更
严重。何况，生态治水能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有
审美、休闲等多种价值。”
　　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了 20 多位黄岩市
民，他们的共识是：永宁公园不仅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休憩散步的去处，还明显提升了城市生
活品质。

让洪水慢点走

　　对待自然的水系统、自然的河道、自然的湿
地系统，我们应只做最少的干预，尽可能回归它
的自然状态，还江河自然之美。”
　　俞孔坚的理念看上去不错，但设计方案落
地却没那么简单。按行业惯例，光滑坚固的混凝
土河堤才是可靠的保证。当时有人提出异议，黄
岩已经是城市了，还搞河漫滩，跟农村有啥
两样？
　　最有力的质疑是，浙东多台风暴雨，“三
面光”河堤，河道里光溜溜的，有利于快速
行洪。
　　俞孔坚却秉持“与洪水为友，与洪水共
舞”，要让洪水慢点走，让自然系统把水留下

来，让植物吸收到水里的营养，声称“既能起到
防洪的作用，同时又是个可以参观、可以游憩
的景观。”
  他甚至提出，“可以把淹掉的地方做成公
园、绿地和湿地，甚至可以做成稻田、荷塘，为什
么要花两个亿来做防洪堤呢？”
　　非常规的方案，出了问题怎么办？“以前没
有考虑什么景观设计，做水泥挡墙拦住洪水就
可以了。俞教授的理念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一
些老水工担心安全性。”黄岩区水利局局长牟建
文说。
　　质疑者指出，若由垂直的“三面光”设计改
成生态斜坡，河道横断面变小，会影响过水量，
很可能给防洪带来风险。
　　据郑钢回忆，方案层层上报，最后省里的水
利专家建议，如果要坚持俞孔坚的“生态治水”
方案，不仅要将斜坡改为断面面积更大的阶梯，
更得将江面拓宽。
　　滨江的土地寸土寸金，拓宽河道，相应地就
要减少滨江的土地使用面积。今天永宁公园对
岸的江景房是黄岩房价高地。
　　“往北岸拓宽了 50 米，3 公里长，如果用来
建江景房，得值多少钱！”回忆起这段往事，郑钢
和魏志宏都佩服黄岩区党委政府的决心和
魄力。
　　俞孔坚的方案能否经得起洪水的考验？
2004年一开园，考验就来了。
　　当年 8 月 12 日，台风来袭，造成全市 2
个县城受淹，一度被洪水围困的村庄 573 个、
受灾人口 416.2 万。
　　当时全台州降雨量最大的地方，是位于永

宁江上游的黄岩区上垟乡，“但江水自始至终没有
淹过永宁公园的步道，内河湿地滞洪功能还没用
上。”郑钢回忆道。

用新理念应对洪涝灾害

　　永宁公园的实践，证明“与洪水为友”的可行
性，获得了专业人士和普通市民的双重口碑。牟建
文透露，黄岩当地正在修缮环绕老城的官河古道，
将把亲水性坚持到底。
　　然而，关于俞孔坚治水理念的争议，却从未
停息。
　　在位于北大科技园的办公室，俞孔坚对记者
说：“传统的中国是个农业国，今天很多人进了城。
所以，我们能给水留出更多的空间。”
　　他还说：“我反对无休止、无克制地滥修大坝。
今天的中国，有能力在人与水的关系上，提供生态
文明的样板。”
　　每年汛期，俞孔坚“与洪水为友”的演讲视频
都会被网友重新转发。俞孔坚的解释是，“这说明
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解决洪涝灾害，需要引入新的
理念。”
　　 10 月 8 日，俞孔坚从北大校长郝平手中接
过了 2020 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的获奖证书。
这个以英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命名的奖项，由国际
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颁发，被认为是世界
人居环境建设和风景园林领域的最高终身成
就奖。
　　颁奖典礼上，俞孔坚以“我的治愈地球之旅”
为题，作了全英文主题演讲。他说道：“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更加促使我们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
思考实现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途径。”

浙江黄岩，一个还江河自然之美的生态试验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8 日电（记者周凯）金秋
时节，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市万州区，
“高峡出平湖”的长江美景让人流连忘返。江面
上，不久前还是渔民的熊人建正开着船来回往
返，现在他不打鱼了，而是当起了长江“美容
师”，清理江面垃圾和漂浮物。
　　万州区是三峡库区区域性中心城市，浩
浩长江穿城而过，全区共有 445 艘渔船、993
名渔民。万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干部
向宏介绍，长江禁渔以来，通过一系列有力举
措，今年 6 月 30 日万州区完成所有渔船证照
注销、船网回收交接工作，全面实现了禁捕
退捕。
　　在禁捕退捕的同时，万州区精准施策温暖
上岸渔民人心。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干部任晓君说，当地相关部门组建了“渔民转
产安置保障攻坚专班”，一对一摸排退捕渔民

就业及社保情况，主动上门帮助退捕渔民办理
社保参保手续，按照推荐就业一批、技能培训
一批、支持创业一批、公益岗位托底一批的思
路开展帮扶，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
康”。
　　“我今年 58岁，打了一辈子鱼。船对我来说
就像农民的锄头，放不下。”熊人建对记者说。
　　国家实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政策，熊人建
这个年龄转产上岸不好找工作。“现在政府安
排我在江上专职清漂，可以继续在船上工作，
一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还可以保护长江
生态。”
　　针对部分渔民“爱长江、护长江”的意愿，万
州区除了组建渔民清漂队，还委托第三方在渔
民中招聘护渔队员，协助渔政部门打击非法
捕捞。
　　 45岁的渔民姜东从 20岁起就开始以打鱼

为生，夫妻俩勤快能吃苦。姜东告诉记者：“长江
鱼越打越少，长江禁渔我支持！”
　　退捕上岸后，姜东的妻子跑起了网约车，他
则刚刚应聘上了区护渔队。“我本来也可以做其
他工作，但是长江养育了我们，我对长江有感
情，想为长江做点事。”姜东说。
　　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的渔民不“等靠要”，
换种方式“靠江吃江”开启了岸上新生活。
　　在万州区甘宁镇位于长江岸边的“老船民”
农家乐，43 岁的陈文学正在给客人准备饭菜。
面朝长江，陈文学对“渡口上渔舟”的生活依然
记忆犹新，“我开船、媳妇下网，打了 20 多年的
鱼。”
　　“国家禁渔政策要支持，但是上岸后怎么生
活？”这一度让陈文学犯难。自家农房就在长江
岸边，风景好；沿江公路年初修通了，城里人来
方便……陈文学看到了商机，今年 5 月退捕上

岸后，两口子养起了土鸡、办起了农家乐，“我这里
江景美，土鸡等食材原生态，5 月和 6 月的营业额
都超过了 4万元。”
　　截至 10 月中旬，万州区通过企业招聘、自
主创业、公益岗位等方式已转产安置渔民 570
人。任晓君表示，接下来万州区将按照退捕渔民
安置保障工作“百日攻坚”计划，让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应业尽业”、特困人员“应扶
尽扶”，确保今年 12 月 30 日前实现“转产就业
达到 100%、职业技能培训达到 100%、养老保
险参保达到 100%、兜底保障达到 100%”，切实
解决好退捕渔民生计问题。
　　因为天气转凉，和五六月份相比，陈文学的
“老船民”农家乐客人有所减少。为吸引食客，他准
备买些山羊，推出“烤全羊”特色菜肴。陈文学充满
信心地对记者说：“有政府帮助支持，只要人不懒，
上岸生活一样有奔头。”

渔民退捕有力度 转产安置有温度
重庆万州渔民退捕转产观察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
者杨帆）眼下正是扇贝收
获时节，在位于滦河口的
海洋牧场，河北省乐亭县
兴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杨基珍每天忙得不
可开交。

　　从日夜出海捕鱼 ，
到弃船“耕海”养扇贝 ，
再到“养海”经营海洋牧
场，过去 40 多年杨基珍
经历了“三级跳”，折射
出渤海渔民海洋生态理
念的变迁。

第一跳：靠海吃海

　　乐亭是全国渔业重
点县，海岸线长 124.9 公
里，浅海水域 2515 平方
公里，近海渔场是对虾 、
毛虾 、梭子蟹 、银鱼等海
洋经济品种的天然生长
繁衍场。

　　在杨基珍出生的姜各
庄镇中海滨村，村民们靠
海而居 、靠海吃海。他说，
过去村里都是几家人“搭
伙儿”造船出海 。杨基珍
27 岁那年，东拼西凑借了
10 多万元，买下两条船单
干。经过多年辛苦经营，杨
基珍不仅还清了外债，还
带领全家过上了衣食无忧
的日子。

　　“当时大海‘肥’得很，
鱼虾多着呢，用不着特别
先进的渔船和设备，开船
转一圈就能满载而归。”想
起过去捕捞的场景，老杨
非常感慨。

第二跳：退捕“耕海”

　　海捕是挣到了钱，可后
来杨基珍发现，渔业资源正
在严重衰退，人工和燃油成本却越来越高。于是，杨
基珍想换个营生。

　　地方党委政府也在鼓励渔民“弃船上岸”。为
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
职业渔民，乐亭县早在 2000 年就组织渔民外出考
察。在看到山东养殖扇贝规模效益可观后，杨基珍
果断“卖船养贝”。

　　从“船老大”到“养殖王”，从最初 2000 亩到现
在的 1 万亩，杨基珍边学边干，种好了家门口的
“海上良田”。如今他年收入达到 300 万元，还带动
附近百余人就业。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引导扶持渔民“往岸上
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自 2005 年以来，乐亭
县水产品养殖产量已超过捕捞产量，渔业生产逐步
由“猎捕型”向“农牧型”“增殖型”转变。

第三跳：悉心“养海”

　　 2013 年，杨基珍带头创办专业合作社，125
户“单打独斗”的养殖户共同投资兴建海域使用面
积为 7.25 平方公里的海洋牧场。截至 2019 年底，
牧场内共开发人造礁区 1600 亩，浅海立体增殖区
5000 亩。

　　“海洋牧场里，海洋生物可形成完整生态食物
链，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乐亭县水产中心副主任
刘卫滨说，近年试验表明，海洋牧场中每投放 1 立方
米人工礁体，每年将增加 10 公斤左右渔业资源量，
牧场的贝类养殖产量、品质明显提升。

　　如今，杨基珍所在合作社建有一个贝类精深
加工厂，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作为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兴乐海洋牧场为唐山海洋牧场建设积
累了经验。唐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硕之介绍，
截至目前，唐山市已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5
个，海域面积达 5.38 万亩。

　　在杨基珍和渤海渔民们的努力下，当地海洋
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得到保护，昔日资源濒临枯
竭的海域化身“蓝色粮仓”，反哺地方水产育苗、加
工、销售、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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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最最大大胡胡杨杨林林区区层层林林尽尽染染引引客客来来

  ▲新疆塔里木河畔的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月亮湾景区内的胡杨林景观。

  新疆南部沿塔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 1500 万亩胡杨林，是世界面积最大的胡杨林区，其中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境内约有 470 万亩。

深秋时节，塔里木河两岸胡杨层林尽染，壮美如画，迎来最佳观赏季，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综合新华社昆明
10 月 28 日电（记者林
碧锋）赤水河系长江支
流，流经云贵川三省交
界处的昭通、毕节、遵
义、泸州四市，是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珍稀
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同时也是知名的酱香型
白酒产地。
  2020 年中国赤水
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协
作推进会 28 日在云南
省昭通市召开，多方共
同合作着力加强赤水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会上通过了保护赤水河
流域生态环境的《昭通
共识》。赤水河流域的云
南、贵州、四川三省将推
动构建流域绿色经济
体系。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松
在会上说，云贵川三省
已共同建立赤水河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按
照 1：5：4 的比例建立
规模为 2亿元的赤水河
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并

按照 3：4：3的比例进行分配，分段设立补偿权
重，为流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重要资金保障。
　　根据达成的共识，云贵川三省将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大
力实施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
地区石漠化治理、硫磺矿渣综合整治、河湖和湿
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努力把赤水河打造成
“长江上游最美生态河流”。
　　同时，推动构建赤水河流域绿色经济体系。
以“生态+”引领绿色发展，大力培育以生态经
济化和经济生态化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按照“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求，不断壮大区域绿
色发展新动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
展生态特色产业。
　　三省还将建立旅游合作机制，积极培育以
健康医养、乡村休闲为主的绿色生态康养产业。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化改造。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
可以自由流淌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三省交界
处的昭通、毕节、遵义、泸州四市，是国家级珍稀
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赤水河流域生态良好，景
色宜人，被称为“生态河”“美景河”“美酒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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