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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凤双、范世辉、秦婧、杨帆

　　“一泓碧水，生态明珠。”对于河
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这座有着上千
年历史的边塞古镇来说，官厅水库无
疑是一张闪亮名片。作为新中国第一
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曾被视作中国
人向水患“抗争”的杰作，它让桀骜不
驯、水患不断的永定河真正实现了

“永定”。
　　然而，因为历史原因，20世纪80
年代后期，库区严重污染，曾经的北京
重要水源地，退出了北京城市用水体
系。直到2007年，官厅水库才恢复为
北京的备用水源地。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官厅
水库华丽转身为国家湿地公园。官厅
湖畔，枝繁叶茂、百鸟争鸣、绿色产业
兴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

　　修水库抗水患，永定河名

副其实得“永定”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曾被称
作浑河、无定河，1698年得康熙皇帝
赐名。历史上，永定河常常泛滥成灾，
康熙帝曾多次亲自主持对永定河中下
游进行治理。虽为其赐名“永定”，但他
的美好愿望也没能让永定河“安定”。
史料记载，1912年到1949年，北京发
生的7次大水灾，都与永定河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为根治永定河下
游水患，利用好永定河水资源，党中央
决定在怀来境内修建官厅水库。1951
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指挥
下，官厅水库破土动工。
　　素有“北门锁钥”之称的怀来城，
因水库的修建，大部分城区沉没水下。
这座边塞古镇曾是著名的军事要塞，
几百年来，虽多经征战，均未遭到破
坏。为了修水库，一代名城淹没地下，
只剩卧牛山巅的断壁残垣，悄声诉说
着历史的变迁。
　　伴随水库开工，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批移民，挥泪远赴异地他乡，重建
家园。怀来县档案史志馆主任王占春
说，为了建设官厅水库，58个村庄的
近3万村民，离开了祖辈生息繁衍的
土地。
　　作为当时举国瞩目的重大工程，
官厅水库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
支援。91岁的黄营村老人方吉是官厅
水库建设的亲历者。他说，建设者们来
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退伍军人、技术工人、学生
等等。大家爬坡过坎、攀梯下沟，为了
工程全情投入、热情高涨。
　　“缺乏建设经验，技术手段落后，

也没有什么机械车辆，全靠人力。”方
吉说，“土方石料的运输主要靠扁担
挑，每人一根扁担两个土篮，一担能挑
百八十斤，可从没有人喊苦叫累！”
　　官厅水库主要包括拦河坝、输水
道、溢洪道和发电站四项工程，历时两
年零六个月建成。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先后到官厅水库视察和参加义务劳
动。1954年5月，在庆祝官厅水库工程
竣工大会上，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将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
程胜利完成”的锦旗授予了建设者们。
　　总占地面积140平方公里的官厅
水库，90%的面积在怀来地界，其余
10%在北京延庆。其上游的洋河、桑干
河在怀来境内的夹河村汇合成永定河
注入水库。水库的水再经官厅山峡奔
腾20公里进入北京。几十年来，水库
不仅在汛期减少了上游泄洪压力，而
且拦截了大量泥沙，使永定河水患得
到了根治。

　　“两山理论”引领，水库蝶

变国家湿地公园

　　经过综合治理，官厅水库不仅起
到了蓄水、防洪、发电、排涝的作用，还
成为首都北京重要的水源地。然而，到
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库区受到严重
污染，区域生态系统持续被破坏，再不
见一汪清水。直至2007年，官厅水库
才恢复为北京的“备用”水源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落实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简称“首都两区”），保
护好县域官厅水库及永定河流域生态
环境，怀来县规划建设了“官厅水库国
家湿地公园”项目。
　　“2014年向国家林业局进行申
报，同年12月国家批准试点。”怀来县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陈涛说，湿地公
园规划总面积20.3万亩，西起永定河
源头，东与延庆交界，是华北地区最大
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2017年1月，张家口“首都两区”
建设拉开帷幕。3月，湿地公园应声而
动，步入建设阶段，上百工程队、上千
工人夜以继日施工。短短两年多时间，
一幅“芦荡伴柳、碧水连陂”的绝美画
卷出现在人们眼前，官厅水库成为华
北地区典型河流、库塘等复合湿地生
态系统的代表。依据保护、建设、管理
特点，湿地公园划分为生态保育区、恢
复重建区、科普宣教区、管理服务区和
合理利用区等5大区域。
　　官厅水库重现山清水秀。在周围
村民的眼中，自己的家乡“洋气”了不

少，曾经布满杂草凌石的库滩地再无
踪影，湿地公园就像璀璨的“塞外明
珠”，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
　　“公园里的植被郁郁葱葱，空气清
新怡人，经常听外地游客说想把空气

‘打包’带走呢。”怀来县西辛堡村党支
部书记侯立兵说，经常有北京的游客
到他们村长期租住，从春住到秋，冬天
再返回北京。
　　西辛堡村就位于湿地公园附近。
2017年，怀来县启动官厅水库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西辛堡村几千亩地退耕
还湿，进行生态恢复。随着湿地公园的
建成和旅游业的发展，西辛堡村村民
也得到了就业增收的机会。
　　“湿地公园的建成，让我们一家有
了稳定的工作，收入也比以前强多
啦。”57岁的侯建军是湿地公园保安，
他的妻子在这里做保洁员。原来两人
在外打工每月共收入3000元，现在工
资翻了近一番。
　　不管是作为北京备用水源地的官
厅水库，还是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
地密云水库，上游河流都或起源或流
经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了确保“一汪清
水”送北京，张家口全力推进“首都两
区”建设，2017年以来完成营造林超
1100万亩，对坝上地区180万亩低质
低效耕地实施退耕还草轮牧，全市建

设国家湿地公园8个。随着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张家口擦亮了绿色发展的
底色。
　　立志做张家口“两区建设”排头兵
的怀来县，先后在官厅水库北岸及上
游永定河区域开展了永定河湿地修复
一、二、三期工程和官厅水库水源涵养
一期工程，完成湿地综合治理面积35
平方公里，栽植各类乔灌木960多万
株，构建人工湿地0.39万亩。
　　随着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修
复，蓝绿交织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
园越来越美，仿若天然翡翠上镶嵌着
一块蓝色宝石。通过采取生态补水、退
耕还湿、退耕还林、水系连通等一系列
技术措施，官厅水库入库水质由Ⅳ类
提升至Ⅲ类，野生植物由原来的106
种增加至318种，野生鸟类由原来的
169种增加到191种。
　　“2018年10月份，在永定河边惊
喜地发现了2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鹳和罕见的白头鹤。”妫谷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金记说。
　　官厅水库华丽变身，蝶变后的湿
地公园不再是人类向水患“抗争”的杰
作，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成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典之作。湿地
正在成为京西北的绿色生态屏障，对
保障首都用水安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当下，作为冬奥廊道首个生态景

观节点，它不仅体现了绿色办奥理念，
还可以向世人展示我国稳定的社会环
境、优 质 的 生 态 环 境、和 谐 的 宜 居
环境。

　　“一汪清水”的生态优势

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怀来县地处北京上风上水，官厅
水库是永定河最大的控制枢纽工程，
这片湿地对保障流域生态安全、抵御
侵袭首都的风沙、防治大气污染、水生
态安全、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等
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怀来产业结构偏重，煤炭是
重要产业，还有着大量的黏土砖、水泥
等企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与
此同时，官厅水库周边及上游永定河
也存在较严重的环境问题，约10万亩
滩地被开垦为玉米地，每年施用大量
的化肥农药。
　　如今，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怀来从特殊的区位特点和
良好的自然条件出发，坚定走“生态第
一、创新引领、跨越赶超”新路，做好张
家口“首都两区”建设排头兵，建设面
向京津冀充满生机的绿色“东大门”。
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怀来的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怀来着力培育壮大数

字经济、葡萄、文旅康养等产业，
致 力 打 造“首 都 两 区”建 设 示 范
区、京 张 体 育 文 化 旅 游 带“桥 头
堡”、大数据产业疏解承载地、宜
居宜业康养休闲集聚中心，县域
经济活力彰显。
　　怀来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
人说，怀来县已经集聚了软通动力、
腾讯科技、秦淮数据、亿安天下等一
批信息技术产业知名企业，中国电
信数据中心等一批新基建项目即将
开工建设，全县大数据产业签约服
务器500万台，投入运营服务器
59.74万台，带动信息技术上下游产
业集群66家企业签约落地，信息技
术全产业链格局基本形成。
　　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冬奥会筹办工作时，提出了“加快
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当
地多名干部说，这对怀来小城来说，
就像一针“强心剂”，将会给怀来带
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怀来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
优美，有着发展体育文化旅游的突
出优势。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推进，未
来一定值得期待。”怀来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刘志非说。
　　借冬奥会东风，怀来充分挖掘
本地自然、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京郊
生态旅游，体育文化旅游优势被进
一步挖掘。去年，2021官厅湖湿地
生态马拉松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3000位跑者参加比赛。不
少跑步爱好者表示，官厅水库湿地
公园空气新鲜，跑道舒适，沿途处处
皆景，跑起来心旷神怡。
　　未来，怀来将全面贯彻落实
关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打造黄龙山
庄、怀来县鸡鸣驿古城等16个重
点景区景点，加快推动样边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鸡鸣驿城邮驿文
化产业综合体等5个重点项目建
设；提档升级天漠音乐节、幽州古
道超级越野赛、秋水会汽车文化
节等文化体育赛事；全力推进怀
来全域公共品牌建设，切实提高

“怀来”品牌价值。
　　“一汪清水”正在成为承载怀来
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滋养
着当地百姓。
　　“‘官厅水库保护有多好，怀来
发展就有多好’已成为怀来全县上
下的普遍共识，我们要忠实践行

‘两山’理论，努力护好这‘一汪清
水’，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发展优势。”怀来县委书记贾
兵说。

从与水“抗争”到与水“共生”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的“历史见证”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刘智强)寒风
瑟瑟的冬日，贵州佛顶山依然苍翠欲
滴。游走其中，只见山势巍峨连绵，溪
谷蜿蜒密布，宛然一幅壮丽秀美的生
态画卷。记者初次探访，亲身感受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实现
共赢”的美好图景。
　　行至佛顶山自然保护区内，记者在
石阡县坪山乡佛顶山村尧上组广场上，
看到一处巨大的“神鹰”雕像。附近群众
说，“神鹰”是仡佬族人的精神“图腾”。
　　敬畏自然的传统，让当地人养成
了爱鸟护鸟的习惯。
　　佛顶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李以强从
小在尧上组长大，在他的童年记忆里，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多
做一些黄水粑，然后粘在树干上，供鸟
儿前来啄食。
　　风雨桥旁、小溪边，晌午时分，71岁
的村民董维国蹲坐着晒太阳，他抬起胳
膊用手指了指眼前的山，感慨自己几十
年的时光都在这片山林中巡护。
　　“老传统”与新理念在这里“不谋
而和”。
　　“不许乱砍树、不能随意打猎，山
上的一草一木都要保护……”董维国
说，当了几十年的生态护林员，保护生
态的信念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近
年来，他亲眼见证山间草木变得越发

葱郁，动物种类变得越来越丰富，“羚
羊、豹子……不少动物我在巡护时都
碰到过。我们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反哺
我们。”董维国说。
　　资料显示，佛顶山自然保护区内
动植物种类逐年递增，现已查明保护
区分布有植物2185种，已鉴定命名的
脊椎动物和昆虫多达806种。

　　佛顶山于1992年被划为县级自
然保护区，2016年5月升格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佛顶山的发展与生态不
断优化的过程，正是“两山理论”在当
地生动实践的结果。
　　融入自然是一种发展模式，也是
当地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今年46岁的郑洪芬沿街摆摊，将

自己手工制作的土特产卖给游客。“藤
茶、干笋、干南瓜叶，还有用糯米、黄
豆、红糖制作的黄水粑。”郑洪芬说，单
是黄水粑每年就能卖4万到5万元。
　　“我在做捆绑黄水粑用的稻谷
杆。”坐在自家门前，村民李治林一边
忙着劳作，一边笑着向记者打招呼。
　　李治林拿出手机、翻开通话记录，

“瞧瞧，以前来过的游客还经常联系我
买黄水粑，有浙江的，还有广东的”。
　　距离李治林家不到100米的农
家客栈“江心岛”，常年接待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而客栈老板娘甘苹
和她的老公过去长期在深圳务工。
　　记者到访时，甘苹正忙着给游
客准备晚上的饭菜。“依山傍水、空
气清新，还是家乡好，所以选择回来
搞生态旅游。”甘苹说，她家的客栈
一共有3个单间、4个标间，旺季时
供不应求，返乡后的这几年，不仅赚
到了钱，生活也更自由了。
　　李以强说，目前，佛顶山村已有
4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每年卖出至
少800万个黄水粑，统一售价为每
个1元，仅此一项就给当地村民带
来800万元的销售收入。
　　2021年5月，佛顶山自然教育
中心成立，一种以体验为主的自然
教育方式在佛顶山徐徐开展，给前
来的游客，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更
丰富的旅游和学习体验，同时也更
好地撬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
美丽”。贵州石阡佛顶山生态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松对此充满信
心，他说佛顶山发展的愿景也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在保护和利用
好良好生态资源的同时，带动一方
百姓发展，让保护与发展实现共赢。

  新华社石家庄1月
10日电（记者白明山、
杜一方）记者从河北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最新数据
显示，2021年白洋淀淀
区整体水质为Ⅲ类，主
要指标化学需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和总磷同比
分别下降16.8%、16.1%
和30.4%。至此，白洋
淀水质从劣Ⅴ类全面提
升至Ⅲ类以上标准，进
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白洋淀是华北平
原 最 大 淡 水 湖 泊 ，淀
泊 星 罗 棋 布 ，沟 壕 纵
横交错，被誉为“华北
之肾”。2018年以前，
白 洋 淀 处 于 劣 Ⅴ 类
-Ⅴ类重污染状态，自
2 0 1 9 年 起 实 现 了 由
Ⅴ 类 到 全 面 Ⅳ 类 局
部Ⅲ类、再到2021年
全 淀 Ⅲ 类“三 年 三 个
台阶”的连续突破。
　　2017年雄安新区
设立后，白洋淀迎来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
性生态治理。四年多
来，河北紧紧围绕水质
改善这一核心目标，坚

持“内外共治、标本兼治、治补并举”，
“华北之肾”功能加快修复，水质持续
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
　　据了解，白洋淀淀区及上游有水
入淀河流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标
准，是1988年恢复蓄水有监测记录以
来首次，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提
供了良好生态环境支撑。

白
洋
淀
步
入
全
国
良
好
湖
泊
行
列

“老传统”与新理念在这里“不谋而和”

贵州佛顶山：保护与发展实现共赢

▲这是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景色。          新华社资料片

▲这是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