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面青山一面城，一条江水一幅
画。在星城长沙，古老的江河从两岸高
楼大厦间缓缓淌过，一座宜居的水生态
城市舒展开美丽的容颜⋯⋯

水自灵秀，城自飘逸。曾几何时，水
乡长沙却为水神伤：长河断流，污水横
陈，腥臭难忍。住在湘江边的文建斌说，
前几年湘江的江水长期泛黄，时有臭味，
枯水时节还能看到坑坑洼洼的河床。近
年来，经过不断治理，湘江又回到了最初
的模样。

水由清而污，由污而治，又由治而
美，长沙是以怎样的决心和智慧改变了
水生态环境？近日，记者跟随水利部“秋
水长天 水美中国”采访团来到长沙一
探究竟。

天罗地网蓄水

刚刚入秋，站在橘子洲头，只见江面
开阔、江水涌动。“湘江并不是一直这样
奔腾不息。”长沙市水务局局长李增加告
诉记者，由于长沙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季节性缺水非常严重，湘江长沙段有时
枯水位长达7个月，水位低于25米，自来
水厂都无法取水。2012年1月湘江长沙
段达到创纪录的历史最枯水位 22.6 米，
城区几座水厂供水告急，长沙市 300 万
人几乎无水可喝。

位居江南多雨之地，却频遭断流之
痛，让长沙不得不下大力气蓄水。水库
除险加固、山塘沟渠清淤扩容、大型河坝
水闸和城区湿地湖泊增蓄⋯⋯长沙布下

“天罗地网”，试图将天上的雨水、过境的
河水一一留下来。

其中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及库区水利
项目建设是把湘江水留下来的关键。该
项目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蔡家洲，2009 年
开工建设，共投资 90 亿元，库容 6.75 亿
立方米，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水源
地。枢纽工程试验蓄水之后，库区水位
常年保持在 26 米以上，枯水期上游引江
水入湖，丰水期下游放水入河，湘江断流
终于不再重现。

“枢纽工程有效解决了湘江长沙段
枯水季节水位持续走低，流域严重缺水
的问题。”李增加说，除了利用工程留水，
长沙还在积极推行造绿保水，实施“拆墙
透绿”“拆违复绿”，完成河湖岸滩地绿化
769 公顷，对湘江一级支流浏阳河、捞刀
河等主要河流源头实行封山育林，有效
提升了森林植被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
力。在城市中心位置，长沙新建了人工
湖 8 个，总水域面积 3 万多亩，蓄水总量
7000多万立方米。

有水才能谈及水生态治理。李增加

认为，“把水留下来”是长沙市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第一步，长沙依水而建，因水而
兴，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多措并举净水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
路到湘江⋯⋯”上世纪 50 年代，一曲《浏
阳河》唱响神州大地，发源于湘东大围山
北麓，一路向西注入湘江的浏阳河由此
家喻户晓。

然而，追忆起浏阳河旧况，长沙芙蓉
区区委书记于新凡却直摇头。曾经的浏
阳河，两岸污水直排、垃圾成堆、养猪场
杂乱，300 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沿河搭
建，旱涝灾害、河道淤积不畅、水体污染
等问题频发。

为了改善浏阳河水生态环境，长沙
市实施了“浏阳河综合治理”“城乡统筹，
环境同治”等一系列推进浏阳河生态建
设的举措。

如今的浏阳河穿林涉涧，清澈婀
娜。“水不臭了，堤也宽了，每天晚上我都
会来这里散步，附近的居民都有了好去
处。”大半辈子生活在浏阳河边的长沙芙
蓉区居民张海祥，对浏阳河的变化竖起
了大拇指。

还浏阳河一泓清水，只是长沙重典
治污的一个缩影。长沙境内水网密布，5
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302 条。通过科学规
划、创新思路、综合治理，长沙让清澈的
河水流淌于大地。

在洋湖湿地公园内，摇曳的水草间
伫立着一栋并不起眼的白色厂房。走近

厂房会发现，其再生水排水口的湖面清
澈见底。“我们采用的是人工湿地这一新
型污水处理工艺。”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左锋告诉记者，人工
湿地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由碎石等介质、
水生植物、微生物和水体组成复合体，使
水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实现污水的
资源化、无害化。目前，再生水厂每天可
以为洋湖湿地景区提供 2 万吨景观用
水，为片区提供 2 万吨中水，实现了片区
生活污水对湘江及周边水系的零排放。

加强污水处理能力建设是长沙推进
水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近些年，长沙
新改扩暮云、雨花等城市污水处理厂 11
家，污水处理能力由 5 年前的 77 万吨提
高到 178 万吨，主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96.9%。长沙还在努力提升污水处理能
力和出水厂水质标准，要在 2017 年底前
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水污染治理实现治标，还需要控污
实 现 治 本 。“ 城 市 本 身 就 是 大 的 污 染
源，每天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李增
加说，为了遏制工业污水对水体的破
坏，这几年，长沙否决污染项目 425 个；
退出重点涉水污染企业 92 家、涉重金
属污染企业 66 家、小造纸厂 126 家；依
法取缔湘江库区砂场 140 家，清退采砂
船 100 余艘。

不遗余力“美水”

华灯初上，湘江江畔流光浮动，水波
粼粼。“水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的名
片。治水，不仅要提升水质，还要加强河
道岸线的治理，不断提升水的‘颜值’。”
长沙市市长胡衡华认为，水生态文明建
设，不仅在于将水留下来、使水净起来，
还在于让水美起来。其中，打造湘江两
岸夜景就是让湘江美起来的一步。

胡衡华介绍，除此之外，长沙还开展
了河道采砂及河岸整治专项行动，先后
拆除湘江库区范围非法砂场 140 家、绿
化河岸7000余亩、打造市民亲水休闲场
所 100 余处。如今的湘江，可谓“一江清
水北去，两岸秀色宜人”。

以湘江为范本，新的治水理念随处
可见。位于长沙望城区的东湖湿地公
园是一座将生态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湿
地景区，园内绿坡柳岸、霞飞鹭栖。园
区工作人员介绍，在建设过程中，拆除
了周边的违法建筑，清除了淤积多年的
污泥，还贯通了东湖与湘江及整个斑马
湖片区水体，并尊重场地原始地貌，最
大限度保留原生植被。曾经的荒林废
水变成了城市的“后花园”，为市民提供
了一个文化娱乐与休闲漫步的空间。

“将水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打造精
品亲水平台，能使水更好地服务城市发
展、百姓生活、生态文明，实现人水和
谐。”胡衡华说，长沙将不遗余力打造
水生态景观，提升水文化品位，让河流
与城市共呼吸。

长沙千方百计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

让河流与城市同呼吸
本报记者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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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是祖国第三大宝岛。十多年
来，崇明的干部群众不懈努力，初步形成
了生态岛建设的框架和轮廓。同时，崇明
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成绩斐然。《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走进崇明，深深感受到，崇明的
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
根的乡风民风美，是看得到景色、留得住
乡愁的生活环境美，是歌飞扬、舞蹁跹的
文化生活美。

一踏上崇明三岛之一的横沙岛，记者
就被“惊艳”到了——这里天净、水净、气
净、声静。没有工厂、没有烟囱，就是一座

大花园。横沙乡党委书记王伟忠的话令
人印象深刻：“现在最美的地方都是以前
环境最差的地方。”

王伟忠带着记者来到丰乐村，这里有
全国首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站。就
两间小房，一间放着几个盛干垃圾的大塑
料垃圾桶，一间有个一人多高的柜式消灭
型生化处理机，能够利用微生物“吃掉”餐
余厨余有机垃圾。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减量无害化处
理，关键在于全民参与。丰乐村家家户户
门口都并排放着两个干湿垃圾箱。“村里

制定了分类标准、收集方法、管理措施、奖
惩制度等，教会老人孩子正确分类。每天
上门收集垃圾的人都要打分，做得好年底
有奖励，做得不好要一点点改进。”村党支
部书记顾伟达说。

记者看到，垃圾分类处理站旁是一片
绿地，上面插着一块小牌：“党员志愿养护
岗”，要求确保养护区域内无杂草、垃圾，
发现病虫害及时上报。顾伟达包干这片
绿地，他告诉记者：“全村有 14 支志愿者
服务队，志愿者 102 人，其中 81 人参加志
愿养护队，78 个志愿养护岗每个都有这
么块小牌，刻着志愿者名字，让人有荣誉
感，也多了份责任心，每年还可以为村里
省下30万元。”

记者又来到竖新镇的仙桥村。这里
一派令人心醉的美景：河道和主干道边种
满漂亮的花草苗木。每户屋前有小花园，
后有小菜园，村里还有个漂亮的大花园。

村主任、村支书管仕忠告诉记者，3
年前，村里开展过一场有关“美丽乡村、生
态文明”的大讨论。召开多次会议后，最
终形成了“老百姓怎么想，村里就怎么建；
老百姓怎么盼，村里就怎么创；家家都参
与，人人齐动手”的文明创建共识。

环境好了，人心也美了。“我们没有专
业保洁员，村里环境维护全靠党员和群众
志愿者。”管仕忠说：“光建设好环境不够，
还要发展好产业。”目前，村里已引进6个
专业合作社，初步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
殖等6大产业发展板块，打造生态农业。

此外，村里已有11户村民经营“农家

乐”，还有十多个正在建设的创意民宿。
记者随管仕忠来到一家创意民宿，只见一
幢普通农家小楼在设计师的精心设计下，
将乡间韵味与现代生活的舒适完美结合，
还十分低碳环保。

打理民宿的姑娘告诉记者，房间早已
预订一空。客人们可以去村里的果园采
摘、看生态循环共生农业、体验当地的竹
编课程，也可以在院子里烧烤、做面包，品
尝农家菜。管仕忠说，“仙桥村已走出了
一条集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农旅结合为
一体的新型农业发展路子”。

“生态立岛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崇
明区委书记马乐声说，“十多年来，我们抵
住各种‘诱惑’，专心投入生态建设，治水
植绿、治污治乱，优化环境”。

通过多年努力，崇明的森林覆盖率已
近24%，大气环境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一
级标准。

崇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
任吴蕾告诉记者，“崇明不仅要生态保护，
还要生态修复，提升生态质量，这是我们
对世界自然资源多样性应有的贡献”。

十多年来，崇明关闭了 1000 多家企
业，各乡镇都签了禁止秸秆焚烧责任书。
崇明要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就必须牺
牲部分眼前利益，坚守住生态底线，逐步
培养起群众的文明自觉和生态自觉。

如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最美乡
村，崇德向善营造温馨家园，繁荣发展
文化丰富精神生活，已成为崇明人的共
识与共享。

“生态立岛”在崇明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图为竖新镇仙桥村。 周 雷摄

沿 G318 线向西驱车，
翻过海子山，眼前的景象令
人眼前一亮：格桑花美丽绽
放，路边的临时休息亭干净
整洁，旅游驿站、藏家乐遍
布各处⋯⋯

这里，就是四川甘孜藏
族自治州巴塘县。

有“高原江南”美誉的
巴塘县，境内旅游资源、矿
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受基础
设施落后的影响，产业支撑
十 分 乏 力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2015年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刚过亿元。

上个世纪，巴塘县把发
展的目光聚焦到矿产资源
上。2004年，由县矿产工业
总公司和另外3家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了四川夏塞银业
有限公司，专门开发银矿。

“那个时候，没什么发展的
路子，加上基础设施落后，
干 什 么 都 难 ，只 有 靠 山 吃
山。”巴塘县县长张家志说。

2008 年，夏塞银矿建
成投产，当年就实现利税
2200 万元，对巴塘的财政
贡献很大。随后几年，巴
塘县又陆续引进了佛光水
泥等几个与矿山资源有关
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相继
投产，不断增加着巴塘的
地方财政收入。

然而，巴塘的决策者发
现，开发矿产资源对于带动
整个区域发展贡献不大。同时，由于矿山资源的过度开
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群众认同度很低。

为此，巴塘县专门组织相关部门对现有企业进行了
明察暗访，认真论证了矿产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最终决定关停这些企业。

“矿山总有挖完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来追求财政税收的增加。”县委书记汪玉琼说，巴塘应
该找准自己的着力点，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3年以来，巴塘县委、县政府力排重重困难，先后
关停了夏塞银矿、佛光水泥等3家矿产企业，开始重新审
视自身的发展之路。

借助四川省甘孜州打造全域山地旅游的契机，作为
G318线四川与西藏最后的节点，巴塘县把发展目光瞄准
了旅游业。

“巴塘境内有姊妹湖、措普沟、格木神山等景点，又
处于川藏交界处，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汪玉琼说。

巴塘县将旅游业放在优先位置，出台实施旅游业和
农业发展“两个决定”、金融撬动“两个机制”，正式启动
开发措普沟、格木─格聂旅游景区，新建宾馆、招待所55
家，发展藏家乐、果庄 50 余家，新增个体经营户 1298
家。“花美果香，五彩藏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巴塘去年累计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2
亿元。

而今，巴塘提出“打造 G318 休闲旅游观光生态示范
带”的目标，把“绿水青山”变成农牧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关停多家高污染企业转而发展旅游业

—
—

四川巴塘启动绿色发展引擎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韩国梁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全民碳路”低碳公益主
题活动日前在深圳启动，参与活动的深圳市民乘坐公交
车不仅能获得低碳积分，还能获得消费方面的激励。

“全民碳路”低碳公益主题活动由深圳排放权交易
所等发起，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市民每天的低碳行为，如
步行、乘坐绿色公交、停驶私家车、资源回收等进行记
录，再量化为相应碳积分或碳币，用于兑换奖励，推动城
市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据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葛兴安介绍，“全民碳路”
主题活动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方式，形成

“内生、长效、持续”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民众践行低碳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汇聚绿色低碳发展正能量，真正
打造全民参与的“低碳深圳”。

深圳开展“全民碳路”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西安市最大的林带建设项
目幸福林带建设工程近日开工。据了解，该工程包括林
带景观、市政道路、综合管廓、地铁站点和地下空间五部
分，计划总投资约 200 亿元，预计 2019 年竣工。建成后
该区域公园绿地率近 80%，新增绿地面积 59.2 万平方
米，将成为西安城区最大的“绿色廊道”和“城市绿肺”。

据了解，幸福林带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幸福路与万寿
路之间，东起铁路专用线，西至金花路，北起华清路，南至
新兴南路，全长5.85公里，宽140米，占地1134亩。幸福
林带东西两侧将同步建设总长约 11 公里的长方形综合
管廊，是西安市单次修建最长的地下综合管廊，除供水干
管、燃气和雨污水管线外，电力、通信、中水、热力等其他
管线均进入管廊。

西安最大绿色廊道项目开工

南昌野生鸟类与人和谐共处。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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