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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88%%。。

李鹏章：
做着做着就有使命感了

李鹏章回北京工业大学给导师和同学谈了自己在
盐城还不到两年的工作，大家惊呼：李鹏章太有使命感
了！这事儿让李鹏章也惊诧，自己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两年前，也是个炎热的夏天，那个习惯了研究远离
现实环境问题的李鹏章从网上看到盐城环保科技城的
招聘信息。一看这城市及周边有太多工厂，可随时取
样实验；二看城市给的鼓励落户政策着实优惠，可以住
房无忧地安心研究。他一拍脑袋就来了。“这儿离现实
近，有那么多现实问题可以研究。”他跟同事们把能取
到的废水污水样品“像查户口一样查了个遍”。查出问
题，还能给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或是技术路径，所以，这
个研究院在当地很受企业欢迎。受欢迎了，他们又很
容易找到研究对象。加之，两年内免费住房，每月还能
领到几千元生活补助，这让他即使回到家，也可以安静
地思考研究，于是，很快就出了成果。

两年后的这个夏天，李鹏章冷静了，他说自己总觉
得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帮助企业从源头减排；比如
给企业的每个车间每道工序都装上不同的废水管，以
改变现在的一企一管；比如做标准。“总之，要做的事情
太多了。”这让他既兴奋又感觉任重道远，以至于不善
言谈的他一谈到水污染控制就停不下来。

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想了好久说：现实接触多
了，发现好多环保的事应该去做，而且特别想学习，总
是有种紧迫感，“做着做着就真的有使命感了”。

符丽纯：
成就感是很有力量的

符丽纯是超级典型的湘妹子。这位毕业于南京大
学的女博士，同样是两年前被环保科技城吸引来盐城
的，同样出了成绩，比如把工业废盐变废为宝。年纪轻
轻，已是金属事业部的负责人了。

让符丽纯倍有成就感的是，今年 7 月初，她被研究
院派到一个投资 60 亿元的大项目去参与环评，说是参
与，其实从研究院的角度就是派她独当一面了。这在
大城市或是大的院校院所是不可想象的。

毕业两年就出成绩，她说平台太重要了，地方也很
重要。在盐城这种城市，“企业能听我的意见，觉得自
己的价值得到体现。”所以，姑娘很开心，在环保的路上
也更停不下来了。

陈利芳：
归来为乡情也为事业

与李鹏章和符丽纯不同，陈利芳是盐城的女儿，博
士毕业后本来已在上海安家，她把家乡的变化看在眼
里，职业前景也是她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她下定决心
离开上海。去年初，她携先生带小孩回到家乡，来到环
保科技城，进入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水环境研究所。

“平台这么好，我还年轻，应该搏一搏。”陈利芳说，
“现在看，是回来对了。”因为研究环境太好了。一方
面，研究院和地方政府为她解决了安家、先生创业和幼
儿托管等所有生活问题，她可以每天安心地去现场采
样做研究。另一方面，研究院与地方企业紧密的合作
关系，让她和同事们能接触到校院里很难接触的东
西。给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比发个论文弄
个专利更有意义，这种成就感是很实在的。”

盐城市 5 月底成为江苏省首个获得
绿色建筑示范城市的地级市。

研究盐城的经济、地理，有人会说，这
里或许不必急于做绿色建筑城市的先
锋。一方面，盐城是全国罕见的同时具备
森林、海洋、湿地 3 大生态系统的地区，土
地资源相对丰富且因江河冲积逐年增加，
是我国最不缺少土地的城市之一；另一方
面 ，绿 色 建 筑 成 本 高 于 非 绿 建 15% 至
30%，这对属于江苏后发地区的盐城会构
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是，保护环境是责
任，绿色发展是使命，“不乱开发滩涂湿
地”已成底线，而城市要发展、新兴产业要
用地、农民要进城、居民要改善住房，解决
矛盾的不二选择就是集约化用地，而这，
正是绿色建筑的第一要义——节地。

研究绿色建筑的特征，又有人会说，
主动要求创建绿色建筑示范城市，盐城或
许太难为自己了。因为节能节水节材和
环保，除了需要钱和地，还需要产业和技
术支撑，而这是盐城的短板。盐城市副市
长李逸浩说，盐城就是要把绿色建筑和绿
建产业集聚作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让绿色发展成为
盐城的鲜明特征”。

多面立体夹击 道路只有一条

盐城人做事有点烈——盐城不缺地，
但他们偏偏先划定了生态红线，使受保护
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3.5%，再搬来江苏省

《绿色建筑条例》、制定盐城绿建发展《指
导意见》，当然后面还跟着一系列奖惩政
策，这种刚性的“多面立体夹击”，让城市
走上了没有退路的绿色发展之路。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底，全市累计新建节能
建筑 2800 多万平方米，获得绿建标识面
积达 1100 万平方米，示范区内二星级及
以上建筑面积占比达 80%，仅示范区即市
区内 546 万平方米绿色建筑，每年就可节
约标准煤 1.6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24万
吨，节水 40.72万吨。

但盐城不满足，因为绿色建筑是整个
建筑生命周期内的节约与环保，于是，他
们把城市管理也带入这越来越浓的绿色
之中。比如这个叫香城美地的小区——

张辉把一袋厨余垃圾投进电子感应
桶里后，手机立即显示出垃圾的重量和积
分。这位年轻的司机告诉记者，小区的人
都非常积极地把分成废纸、塑料、玻璃、金
属和厨余 5 类垃圾投到不同的桶里，一开
始多半是因为能积分兑换奖品，后来则是

“习惯了”。对于绿色建筑，盐城市民更喜
欢称其为“绿房子”。“我们这儿新小区差
不多都是绿房子。”张辉说。他家的小区
在盐城属于中档住宅区，由于墙体门窗保
温好、雨水收集利用、太阳能热水及垃圾

电子化收集等多项绿色环保技术的运用，
让居民们感觉“住起来节电又舒服”。

绿房子逼出了建筑产业化——在高
新区，一条地下管廊正在装配，这种 2 米
长、6 米多宽、3 米高的双舱管廊是在附近
一个叫金贸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种
标准化出厂的装配管廊质量恒定、用料节
约，几乎没有现场施工污染。在这个工
厂，记者还看到一条完整的装配房屋生产
线，这条拥有多个专利的生产线，不久将
生产出节材节能又环保的楼房。

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建筑产业，盐城
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建筑产业现
代化的意见》，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瞄准
了这个城市的建筑产业，一个省级建筑设
计研究院在春日里落户开张，总投资 25
亿元的中鹰国际装配式建筑科技产业园
已开工建设⋯⋯

大数据支撑 多产业变绿

与绿房子一同发展起来的还有新能
源、大数据、环保科技等产业。

更加风光的新能源产业——利用丰
富的滩涂资源，到 2016 年底，盐城风电、
光伏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为 299 万千
瓦、99 万千瓦和 13 万千瓦，分别占江苏全
省的 53.2%、18.1%和 19.5%，总量和增速
都是江苏第一。新能源装机占全市总装
机的 55.4%。

随着产业做大，盐城人格局也变大
了，他们认为仅一地一城利用自然资源还
不够，所以，他们积极以自己的优良装备
去扩大新能源生产群，仅 2016 年，其新能
源装备销售收入就达 255 亿元，占江苏全
省的 23.2%；今年前 4 个月又增长了 20%
多 。 最 让 盐 城 人 自 豪 的 还 是 减 排 ，到
2016 年底，这个城市新能源企业累计发
电 68.85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20.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572.83万吨。

新能源产业还为汽车等装备制造业
夯实了转型升级的技术和装备基础。在
中国第一个碳纤维电动汽车制造工厂里，
记者见到了俊逸的全碳纤维车，它将以数
项新技术改变汽车从生产到使用全过程
耗能污染的形象，更将为盐城增添新的发
展动力。

“无中生有”的大数据产业园——
“还不到 3 年呢”，大数据产业园的小伙
们自豪地告诉记者。2014 年秋，当盐城
人说要在荒草滩建一个大数据产业园
时，有不少怀疑者。3 年后的这个盛夏，
华为、微软、360、东方国信等 219 个项
目，稳稳地托起了这个江苏省首个大数
据产业专门园区、第一家出台大数据产
业扶持政策和意见的园区、第一家拥有
大数据完整产业链的园区。这里已形成
数据存储、云计算、数据应用、数据交
易和端产品制造的大数据全产业链条，
建成了苏北首条互联网国际通信专用通

道，云计算中心项目被列入国家大数据
重大工程储备库。今年，这个由绿建构
筑的未来世界般的园区里又长出个“数
梦小镇”，这个占地 3.77 平方公里的小镇
入列全国首批特色小镇，阿里与本土的
悦达集团在此联手，欲在汽车互联网、
政务大数据等领域进行合作。

伴着绿房子的成长，2016 年，盐城的
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大数据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主营收入继续保持 20%以上的快
速增长势头，产值突破 2600 亿元，高新技
术 产 业 产 值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超 过
33%。盐城因之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城市、国家新能源示
范城市、国家新型工业化基地。

一个绿建之城应该带起一个绿色建
筑产业集群，这是成本要求，也是可持续
发展之基。产业范围至少应包括装配式
节能建筑企业集群、环保建材企业集群以
及相应的施工队伍，抑或是更高级的被动
式节能建筑产业。但目前，记者采访所见
所闻，盐城在这一领域的产业布局还没有
完全展开。

盐城有领先的新能源产业，有新光源
企业，有保温材料企业。可再生能源在建
筑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布局了建筑产
业化研发机构和企业。最重要的是，盐城
有发展绿色建筑的志向和热情，从这个意
义上说，一个绿色建筑示范城市的产业前
景还是可期待的。

7 月 12 日清晨，记者赶到盐城郊区郭
猛镇的垃圾储运站，采访村镇垃圾集中收
集转运。正赞叹这里干净无味，忽然发现
成群的燕子和蜻蜓在站内飞舞。我赶紧
举手机拍摄，让我吃惊的事发生了，几只
燕子竟然飞进垃圾房内的横梁上。我让
镜头追着燕子到横梁，更奇妙的景象出现
了，顶棚与横梁的夹角处竟然有一个燕儿窝！

我屏住呼吸，看到一只燕子进了一个

燕儿窝，里面的几只小燕子都伸出小脑袋
“唧唧唧”地欢呼着。

惊奇之下，我拍了段视频发回报社直
播平台，发稿的时候还给加了个标题：燕
子说，这垃圾站里很宜居。

这标题小有幽默却绝不夸张。小时
候家里屋檐下就有燕儿窝，我太熟悉它们
的习性了，或许是“百禽灵性比他稀”，它
们对环境要求特别高，要有人烟又不喜欢
人打扰，要风清气爽还要安静祥和。近几
年到乡间采访，随着环境的变好，偶尔会
在田园里见“雨燕翻新幕，风鹃绕旧枝”，
但在垃圾站内见到燕儿窝还是第一次。

我仔细观察这个垃圾站，发现地面上
没有一片散落的垃圾，空气中也没有异
味。各村庄的垃圾车进入站场后，立即把
垃圾倒进全封装的储运车里，一辆储运车
装满后，会立即开往垃圾处理场。司机刚
把车挪开，清洁工就会用水冲刷车辙和偶
尔从车里渗落的污水，而冲洗之后的水则
进入地下的水处理池。

与这垃圾站房一路之隔的是郭猛镇
民乐村，村庄被清澈的小河围绕着，沿小
河走进村子，无论水面还是巷子，都看不

到一点垃圾。
在盐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中心，监控大屏幕上正显示着各垃圾收储
站的现场作业情况。“你看的场景并不是
特殊情况，是我们这里村镇垃圾处理站的
普通水平。”中心主任吴松指着屏幕说，

“哪里不干净，哪里井盖道路绿化出了问
题，都能即时看到并通知处理。”翻看当日
和以前的记录，乡镇垃圾收储站确实都很
干净，吴主任所说不假。作为绿色城市建
设的组成部分，以数字城管信息平台为技
术支撑，盐城的环境综合整治与管理已进
入无死角状态。除村镇垃圾，城区和乡镇
的公路养护、河道保洁、绿化管护等，都被

“智慧”地管控了起来。
较之村镇，城区的垃圾收集储运在

“智慧”平台的管控下更显绿色。简单的
分类收集已不是新闻，细分类、智慧收
集处理才是追求。很多小区的垃圾收集
不是简单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
之分，而是分为废纸、金属、塑料、玻
璃、厨余、其他 6 类，居民只要用手机
下载 APP 或是免费领一张卡，扫一下桶
上的二维码，分类投进桶里，所投垃圾

的重量和积分就会立刻显示到手机上或
是记到卡里。每到月底，居民可到小区
环保驿站用积分兑换日用品。在香城美
地小区，记者遇到年轻妈妈孙平带着儿
子往桶里投放厨余垃圾，她告诉我，6 月
她用积分兑换了一瓶洗衣液，当然洗衣
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儿“挺环保
的”，这让她“感觉挺好”。城管方面把
每日细分类的垃圾送往不同的处理场，
除了厨余垃圾，其他都能卖钱或用于公
益，卖的钱换成奖品，鼓励居民更好地
分类投放。写此稿时，我收到盐城市数
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发来的一张
表格，这是香城美地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的明细表。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出，
较之以前的简单分类、人工收集处理方
式，这个有着 732 户居民的小区，1 年就
节约管理成本 13846 元，而废纸金属塑
料的产出效益可达 21418.2元。

比数字更打动人的是社区环境，这种
电子化的垃圾分类系统，已成为小区的

“景点”，孩子老人都愿意与它们“交流”，
居民们也因为自己能为城市环保尽份力
而自豪。

采访到 3 位博士纯属是“撞”上的，因为通常情况

下，这组后现代建筑群（当然也是绿色建筑）里的现代

博士们，都是早出晚归的。他们的研究室、试验室分散

在周边数个城市的工厂农田和河道上。博士是环保科

技城里的主流人群，撞上一位，一问就是博士，而且多

半是从外地包括京沪来的，落户，安家，做环保科技研

究与应用。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一脸“我辈岂是蓬蒿

人”的自信与自豪。

这次“撞”上的这 3 位，都是南京大学盐城环保与

工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盐城这个环保科技城的绿色

追求激发出 3个年轻人的使命感、成就感、家乡情。

郭猛镇民乐村的街道干净，河水清澈，

农舍小船倒映水中。本报记者 隋明梅摄

记者隋明梅在拍摄盐城高新区正在修建的一条由

金贸集团装配式建筑厂生产的装配式地下双舱管

廊。 季为胜摄

发现装配式地下双舱管廊

位于盐城东台沿海的全国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发电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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