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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有关雾霾的
谣言屡被热炒。最典型的莫
过于“北京等地雾霾中发现
耐药菌，人类最后的抗生素
对它束手无策”。经过《人民
日报》等权威媒体向消息源

头——瑞典哥德堡大学学者乔奇姆·拉尔森求证，证
实这只是国内一些媒体的错误解读，相关研究并未
得出“人吸入带耐药性基因的雾霾空气会被感染”的
结论，人们毫无必要恐慌，方才澄清了真相。

如今，只要动动手指，信息就能通过无处不在
的通信网络肆意散播，顷刻之间大量“刷屏”，为
谣言迅速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大气、水、土壤等
生态环境问题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近年来越
来越受关注。于是一些不良媒体为“博眼球”动起
了“歪脑筋”，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散
播一些环境问题谣言。这些传遍“朋友圈”的网
文，往往既缺乏权威可靠的消息来源，也未经过严
谨细致的调查求证，很难经得起推敲和检验。谣言
不胫而走，使公众陷入不必要的恐慌，不利于环境
治理工作。

媒体肩负着向公众传播真相、解疑释惑的重任，
理应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有营养的正能量，如科普
环保知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而不是相反。当
下，一些新兴媒体、自媒体却忘记了这一点，为了追
求“10 万+”和打赏、点赞，弃真相和良知于不顾，从
内容到标题往往罔顾事实真相、极尽夸张之能事。
尤其最近的“罗尔事件”，更让人见识了“带血营销”
是何等丧失道德底线。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
谎言已经走遍半个世界。因此，不仅相关部门有责
任创新监管手段、加强监管力度，及时发现、查处编
造虚假不实新闻的单位和个人，大力净化舆论环境，
不给谣言生存空间；网络平台也不得推诿搪塞、坐视
不理，纵容谣言泛滥，而应及时采取技术手段和有力
措施，坚决遏制谣言蔓延势头，让造谣传谣者无可乘
之机。

作为媒体，更有必要及时向社会澄清有关环境
问题和环保工作的不实传言，对有关环保的不实信
息、虚假新闻或离奇观点进行纠正或批驳，以正视
听。不管媒体形式如何演变，真实性始终都是新闻
的生命，万不可见利忘义、因小失大；如果一味造谣、
传谣，丧失了公信力，迟早将自毁长城。

谣言止于智者。公众也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
增强对假新闻、伪科学的鉴别力，坚持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别让指尖的随意一滑，成为助纣为虐之举。
政府、社会、网络平台、媒体等各方应携起手来，共同
为我国环境治理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让雾霾谣言止于智者
杜 铭

校园披金冬日暖

甘肃省民勤县薛百乡宋和村，紧邻腾
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年均降水量
127.7 毫米，蒸发量竟高达 2623 毫米，自
古风沙肆虐，是出了名的“讨饭村”、“光棍
村”。如今，宋和村已成为林茂粮丰、风景
秀美的绿洲新村。

宋和村的沧桑巨变，折射了我国数十
年来坚持不懈防沙治沙的卓著成就。

让沙海变林海

中国约有一半的国土属于干旱半干
旱区。植被稀少，沙暴频发，是历史上甘
肃民勤县生态窘境的写照，也是我国西
北、华北、东北西部等广大干旱地区生态
境况的写照。

巨变始于 1978 年，这一年，我国启动
了横跨东西近万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三北工程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省宾
县，西至新疆乌孜别里山口，北接国境
线，南抵天津、汾河、渭河、洮河下
游，东西长 4480 公里，南北宽 560 至
1460 公里，建设总面积 406.9 万平方公
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囊括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 13 个省份。工程建设期
73年，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

宋和村成立治沙队，开进村东已被风
沙埋压了的大沙河，立沙障、插风墙、栽植
红柳、沙枣、杨树，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
终于在村西风沙口上建起了一条长 9 公
里、宽 2.5 公里的绿色屏障。昔日风沙肆
虐的沙滩，如今成了长满白杨、沙枣、梭
梭、花棒的万亩林场，2400 亩弃耕地得以
复耕。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干旱
半干旱区森林资源稳步增长，生态资源质
量明显提升，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
灾害得到有效遏制，区域生态和人民生产
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仅三北工程造林保
存面积就已达29.2万平方公里，工程区森
林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5.05%提高到现在
的 13.02%，在我国北方万里风沙线上，建
起了一道乔灌草、多树种、带片网相结合
的防护林体系，成为抵御风沙南侵的绿色
长城。如果把这些树木折算成 5 公里宽
的防护林带，可绕赤道一圈半。”国家林业
局局长张建龙说。

重点地区先突破

2010 年，花甲之年的訾德清在内蒙
古库布其沙漠区的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
流转沙地 32 万亩，计划通过发展肉苁蓉
产业来治沙。訾德清每天从 30 公里之外
的集镇背来饮用水，冒着烈日在沙海中种

草种树。几年间，他在沙地上栽植沙枣、
沙棘、沙柳和杂交改良树 5 万多棵，土地
沙化得到有效控制，2 万亩梭梭接种肉苁
蓉年产值已达400万元以上。

自古以来，沙漠化、水土流失是三北
地区乃至我国危害最大的生态灾害。三
北工程建设采取封禁、飞播、造林相结合
的办法，30 多年来营造防风固沙林 807.6
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33.62万平方公里，
保护和恢复沙化、盐碱化草原、牧场 1000
多万公顷，新辟农田牧场 1534 万公顷，在
我国北方建起了一道绵延万里的绿色屏
障，成为抵御风沙灾害的坚实防线。

“2014 年，沙区的植被平均覆盖度为
18.33%，比 5 年前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
包括呼伦贝尔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毛乌
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等在内的东部沙区
植被覆盖度增加了 8.3 个百分点，固碳能
力也相应提高了 8.5%。区域风沙天气明
显减少。”张建龙说。

三北工程营造水保林和水源涵养林
966.2 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由工程
建设前的 5.4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
45万平方公里，区域内水土流失面积和侵
蚀强度呈“双减”趋势。

“三北工程在东北、华北、黄河河套
等平原农区，营造了带片网相结合、集
中连片、规模宏大的区域性农田防护林
267万公顷。现在，平原农区防护林体系
基本建成，有效庇护农田 3030.2 万公
顷，新增农田牧场 1534 万公顷。”张建
龙说。在农田防护林的保护下，昔日的
荒沙荒滩变成了基本农田，低产低质农
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受益的还有野生动植物。最新全国
野生动植物调查结果表明，三北工程区
55.7%的陆生野生动物数量实现稳中有
升，野马、藏羚羊等种群快速扩大。189种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71%达到野
外种群稳定标准。

诸多难题待破解

目前，三北工程已进入第五期工程建
设阶段。按国务院批复的三北五期工程
规划，到 2020 年，工程区需要完成造林
1647.3 万公顷，修复退化林分 193.6 万公
顷，新增森林面积988.4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提高 2.27 个百分点。“与前四期工程相
比，五期工程建设既面临着需要进一步加
大投入和建设力度、加快森林资源培育步
伐、扩大生态容量的老问题，又面临着成
过熟林增多、老化防护林改造修复任务加
重等新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破解这
些发展中的难题，是摆在我们各级工程建
设和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国
家林业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局
长张炜说。

张建龙表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
分布广、危害重，防沙治沙必须突出治理
重点，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
来，按照先急后缓、突出重点、注重效益的
原则，优先将主要风沙口、沙化扩展的活
跃区、风沙源区、沙尘路径区和岩溶地区

“一片两江”（滇桂黔片区和长江、珠江）作
为重点突破区域，依托现有重点生态工
程，重点推进，重点突破。同时，要在重点
区域谋划启动一批防沙治沙和石漠化防
治重大项目，构筑区域性生态防线，由点
到面带动全国沙区和岩溶地区生态状况
整体好转。另外，防沙治沙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要更加
重视科学治理，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宜
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坚持自
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生物措施与
工程措施相结合，注重各项措施的配
套。要坚持封飞造、乔灌草、带网片相
结合，多林种搭配，多树种混交。要积
极推广使用先进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
不断提高防沙治沙成效。

“三北防护林工程破解资金瓶颈、用
地不足等难题，可从创新林业政策入手，
鼓励、扶持各种社会主体参与工程建设，
充分调动全社会造林、育林的积极性。体
制机制方面，可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创
新工程管理体制，将管理重心转移到强化
督导检查、考核评估上来，大力推行专业
队造林、购买式造林、订单式造林，逐步形
成统一造林、统一管护、分户确权收益的
建设格局。”张炜说。他认为，“京津冀”可
以涵养水源为重点，保障区域水安全；东
北生态屏障区则以完善、提高、优化农田
防护林网为重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青
海高原生态屏障区要在保护好原生植被
的基础上，加大封禁保护力度，构建功能
稳定、类型齐全的自然生态系统；北方防
沙带要以防沙治沙为重点，构建乔灌草相
结合的防风固沙防护林体系；丝绸之路经
济带要以生态修复为重点，构建以沙生灌
木为主的荒漠绿洲防护林体系；黄土高原
生态修复带要以水土保持兼用林建设为
重点，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三北工程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9.2万平方公里，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5.05%提高到13.02%——

万 里 沙 海 万 里 林
本报记者 黄俊毅

12 月 6 日，湖南衡阳南华大学的学生走在校园
里。当日，衡阳天气晴好，南华大学校园内树叶金
黄，透露着浓浓的暖意。 新华社记者 曹正平摄

初冬的月亮山，虽有凉意，但仍层峦叠
嶂，苍翠欲滴。

12 月初，《经济日报》记者驱车从贵州
从江县城一路向西，沿着盘旋的山路行驶
一个多小时后，一座古朴的苗寨便出现在
眼前。古寨安卧于都柳江旁，依偎着绵绵
青山，独具特色的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一
栋连着一栋，错落有致，这便是我们此行的
目的地——停洞镇苗朋村。

人未进寨，古老的苗歌已飘扬入耳，悠
扬高亢的旋律从古香古色的吊脚楼里传
出，路过之人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这宁
静祥和的古寨，就是心灵的宁静家园。

据寨中83岁的老人余党列介绍，苗朋
村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由于苗族没有
文字，人们只能以歌唱的形式记录自己的
历史，传承祖先的习俗。

“歌养心，景养眼。”漫步苗朋村中，
犹如在林中穿行，各种树木把整个苗朋包
裹得严严实实。“不少大树已有上百年历
史”，村民余亚福告诉记者，苗族群众一
向有崇拜树木的传统，种树、护林是村民
的自觉行动。

据余亚福介绍，在苗朋村滥砍树木的
村民要受到“三个一百二”的处罚，即受罚
人需缴纳米、肉和酒各一百二十斤，供全村
人享用。这项规定，在数百年前就列入了
村里的《椰规》（即村规民约），口口相传至
今，人人奉为圭臬。如今，苗朋的森林覆盖
率已达80%。

登上村后的高处，苗朋村容尽收眼
底。村前的老枫树已经落叶，苍老的枝丫
迎风而立。空置的稻田注满了水，从山脚

到山顶，水汪汪的一块连着一块，在冬日暖
阳的照耀下闪着盈盈波光。

“花重山水绿,风清鸟惊人。”春天的苗
朋，美不可言。在春风的吹拂和春雨的滋
润下，老树冒出新芽，古老的寨子焕发出勃
勃生机。漫山绽放着花朵，白的梨，粉的
桃，还有无数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争奇斗
艳，整个村寨都弥漫着花香。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也是苗家人
最为忙碌的季节。三四月间，伴着春雷的

催促，层层梯田上挤满了村民在辛勤劳作：
犁田、插秧，施肥、除草，一丝不苟，不敢马
虎，种下一年的希望。

进入盛夏，梯田里的秧苗也渐渐长大，
每片叶子就像一个会跳舞的精灵，摇曳多
姿。暖风从蓊蓊郁郁的森林里吹来，带着
知了的歌声，翻起一道又一道绿浪。

秋天，是苗朋最美的季节。春播夏长
的水稻已挂满沉甸甸的稻穗，被秋风拂成
一片金黄，螺旋状的梯田顿时幻化成无数

盘卧着的金龙。辛劳一年的村民们，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秀丽的景色、浓郁的民族文化，让苗朋
在贵州全力推动旅游业井喷的今天，迎来
新的生机。停洞镇党委书记韦江平表示，
该镇将把苗朋作为乡村旅游示范点来打
造，目前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预
计未来，将有不少苗朋人吃上旅游饭”。

苗朋，宛如藏在月亮山中的一块璞玉，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贵州省从江县苗朋村依山傍水，一年四季景不同——

苗 家 古 寨 藏 深 山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梁 雨

2016 年 12
月 5 日，贵州省
从 江 县 停 洞 镇
苗 朋 村 美 景 如
画。

刘朝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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