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
飞。”诗仙李白笔下的“洞庭湖西”——西
洞庭是那样美。

“这样的美景还能再现吗？”“已经再
现了！今年秋天，天鹅就提前飞来西洞
庭过冬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丁克刚回答。

美景再现——
半边湖成为“天鹅湖”

“听，天鹅的声音！”走在西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梅碧
球忽然停下脚步，远处传来天鹅欢悦的
鸣声。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
淡水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也是我国东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和长江
流域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库，为我国 46 块
国际重要湿地之一。现有维管植物87科
259 属 414 种、鸟类 15 目 50 科 217 种、鱼
类 9 目 20 科 111 种，湿地植物以芦苇为
主，约占湿地面积的60%，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有白鹤、白尾海雕、东方白鹳、黑鹳、
白头鹤5种。

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过漫长
的南飞，天鹅、白鹭等北方冬候鸟已经陆
续抵达温暖的西洞庭。而给工作人员带
来意外惊喜的是，今年天鹅较往年提前20
多天回归西洞庭，“往年都是11月中下旬
才会回归，今年10月底就到了，给洞庭湖
增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梅碧球自豪地
说，候鸟提前回归源于洞庭湖候鸟生存环
境的彻底改善。

半边湖是西洞庭湖南面最大的滩

涂。放眼远眺，只见浅水依依，白天鹅时
而俯身悠闲觅食，时而引吭高歌；宽阔的
湖面上，成群洁白的天鹅伸展着宽阔的双
翼，引翅拍水，像朵朵白絮随风飘舞……

“鸟中仙子”的优雅身姿，与水岸黄绿相间
的瑟瑟秋景相映生辉，成为西洞庭湖一道
靓丽的风景。

望着眼前美景，谁曾想到，从上世纪
90年代末期开始，湖洲造林、围栏养殖、违
法捕捞 3 种过度开发利用湖泊湿地资源
的行为，一度导致西洞庭湖湿地严重退
化，并呈现出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向陆地生
态系统逆向演替的趋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湖南省委
作出决策：还洞庭湖一湖清水，留一湖清
水入长江。

依法治区——
构建“六位一体”机制
2010 年，梅碧球调入西洞庭湖省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当时的保护区
内一片狼藉，速生杨树遍地开花，围栏、围
网比比皆是，湿地逐渐向森林演替、越冬
水鸟绕道飞、洄游鱼儿入牢笼。西洞庭湖
湿地内候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重
重困难和阻力。”梅碧球通过大量调查研
究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
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

加强对保护区内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管理，从“依法治区”做起。为了彻底杜绝
湿地内乱垦乱栽、滥捕乱猎、插网圈湖、采
砂挖砾等非法行为，2009 年至 2011 年，
在湖南省和常德市的支持下，汉寿县政府
先后出台了《关于河湖洲滩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告》《关于加强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湿地保护与管理的通告》和《湖南省汉寿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为加强
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西洞庭
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推
进保护区法治建设过程中，汉寿县经过不
断探索和实践，完善湿地保护社会化管理
机制和湿地恢复长效机制，构建政府统
管、部门协作、乡镇支持、局社共建、协会
引导、社会参与的“六位一体”管理体系，
并创新了行政与司法执法两轮驱动的法
治管理模式。2014年5月，经汉寿县政府
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具有综合公安（司
法）执法权的“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派出所”，改变了湿地保护管理和
违法犯罪行为打击行动中“权力受限、四
处协调”的被动局面；2015年7月，湖南省
政府将林业、水利、国土、环保、畜牧水产、
旅游、交通运输、海事 8 个部门的行政处
罚权赋予保护区，在保护区的区域范围内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2016 年 3
月，汉寿县政府批准成立保护区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同年8月，《湖南西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
办法》通过省法制办审核挂网，成为湿地
保护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

铁腕整治——
逾七成退化湿地恢复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砂石整治、畜禽

养殖退养等专项整治攻坚战打响：首先，
2014年拆除非法围栏、围网30万米，清除
竹、木桩30余万根。其次，在司法和行政
执法双轮驱动的法治管理模式下，2015
年至 2016 年间，保护区派出所和行政执
法大队抓捕非法电击渔船 54 艘、立案查
处非法采矿（砂）罪2起、刑事拘留16人；
查处非法出售运输野生保护动物罪1起、
毒鸟案 1 起、刑事拘留 8 人，其中判刑 2
人；抓获非法捕捞水产品嫌疑人20人、采
取强制措施32人……

在西洞庭，记者见到这样一个指挥
部——“西洞庭保护区核心区杨树清理专
项整治行动指挥部”。据介绍，外来物种

“速生杨（欧美黑杨）”给洞庭湖带来了生
态危机，茂密的速生杨已成为湿地加剧退
化的“元凶”之一。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
纪初，洞庭湖刮起强劲的“种杨风”。到整
治前，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黑杨种植面积达 5 万余亩。黑杨绰号湿
地“抽水机”，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大，加

速洲滩湿地的旱化，让周边其他植物得不
到充分的光照养分，湿地植物种群因此逐
渐衰落，生物多样性日渐下降。尽快清退
洞庭湖保护区内的欧美黑杨，也是中央环
保督察给湖南的反馈意见中要求整改的
突出问题。在整治行动中，汉寿县调度15
个乡镇、56个县直部门的力量，累计投入
劳动力 5586 人次，调集油锯等作业设备
1141台、专业人员1087人次，出动运输船
只310次，截至11月20日，盘踞保护区核
心区多年的 5 万余亩欧美黑杨全部清理
完毕。目前，70%以上的退化湿地得到了
有效恢复。

齐心协力——
共促湿地生态修复

在半边湖的堤岸上，高高插着一面
“湖南汉寿西洞庭湿地保护协会”的旗帜，
几名戴着红袖标的协会成员正在滩涂上
巡逻。其中一位叫刘克欢，他在西洞庭湖
上捕螺捞蚌了半辈子，如今却成了西洞庭
湿地保护协会的会长，“过去，我是湿地的
破坏者，如今，我是湿地的守护员”！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成立于2015
年 7 月，由西洞庭湖湿地保护、科研及科
普相关的企业、单位及湿地保护方面的专
业人士和保护区周边社区、湖洲生产经营
者自愿发起，工作职责除了推广环保知识
外，还有巡防监督、环境维护等。刘克欢
告诉记者，协会建立了西洞庭湖白色垃圾
清理长效机制，建立了黑鹳守护站，在冬
季候鸟来临期间，不分昼夜进行值守。“只
有洞庭湖生态好了，咱们的渔业资源才能
持续利用，鸟儿才会回家，人们才会到洞
庭湖观光旅游。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啊。”刘克欢说。

丁克刚告诉记者：“如今，西洞庭湖已
恢复退化湿地面积8万亩，生物多样性得
到有效保护。”数据显示，在半边湖的生态
补水项目区，2015年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
鹳达78只，2016年底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
鹤达5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琵鹭达
500只左右，小天鹅数量则猛增至1200只
以上，其他越冬水鸟更是数以万计。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资源保护科科长彭平波介绍，近两年
来，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记录
鸟类 12 种、鱼类 1 种、湿地植物 5 种，
每年来此越冬的候鸟种群数量稳定并超
过 3 万只，黑鹳、罗纹鸭、鸬鹚等多个
鸟类物种种群数量已经超过国际重要湿
地规定标准。

西洞庭：天鹅提前“回家”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今年，已有 15 项永定河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工程取得进展，其中3项完成主
体建设，6项在建，6项将在年底前开工。”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9年永定河绿色生态廊道将初具
规模；2022年基本建成；2025年将重现永
定河秀美宜人的生态廊道。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但是近年
来，受气候变化和用水增长影响，永定河长
年断流，水体污染加剧，森林植被破坏严
重，生态空间萎缩，生态功能退化。为改善
永定河沿线生态环境，北京市自2009年以
来实施了“五湖一线”治理工程，但难以系
统恢复永定河生态功能，仍是“局部改善、

整体退化”之势。
转折出现在两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永定河等“六河”绿色
生态河流廊道治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生态领
域突破的着力点。

2016 年底，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永
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今
年5月，北京市印发《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实施方案》，对《总体方案》进行了细
化深化，确定了46项任务。

治理这样一条“两头”在外、水污染严
重、大面积断流的河流，首先遇到的问题是

“水从哪儿来”？“为保障永定河的生态用

水，我们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北京市发
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开
源方面，他们在狠抓本地水循环利用，充分
利用高品质再生水为永定河补水的同时，
努力协调上游省市适时加大下泄水量，增
加域外省市对永定河生态用水补充，加快
全流域生态恢复；节流方面，通过北京市自
身节水并协调上游地区实施区域用水结构
调整，压减河道沿线地下水开采规模，收到
良好效果。

随着永定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
全面启动实施，这条饱经沧桑的北京“母亲
河”迎来了“新生”：骨干水源保障工程全面
启动，官厅水库生态节点骨干工程开工，北

京新机场生态节点重大工程力争实现开
工，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顺利启动
……

“经过治理，永定河北京段将形成‘一
条蓝绿交织的生态走廊、三个林水相融的
生态节点、三段特点突出的功能分区’的格
局。其干流自上而下将形成170公里溪流
—湖泊—湿地连通的绿色生态走廊，官厅
山峡段形成百里画廊，平原段森林湿地实
现不断线。”这位负责人说。

在“不断线”的水岸绿线之外，官厅水
库、新首钢、新机场周边还将打造“三个生
态节点”——官厅水库周边新增森林湿地
水面共 4.5 万亩；新首钢周边新增森林湿
地水面共 0.5 万亩；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
区周边新增森林湿地水面共5万亩。

按照《实施方案》，除了全面完成永定
河及其主要支流防洪薄弱环节建设以外，
还将新增滨河森林 18 万亩、滨河公园 5.5
万亩、绿道200公里。届时，一连串的滨河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将把永定河沿岸连接
成一条闪亮的“绿宝石项链”。

“必须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坚决守住‘生
态底线’。”山东蒙阴县委
书记王皓玉说。一直以
来，蒙阴县坚持生态立县
不动摇，生态优势逐渐显
现，截至目前，该县 90%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
理，75%的荒山得到绿化，
10 多万亩跑肥、跑土、跑
水的“三跑田”变成了增
绿、增产、增收的“三增
田”，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0.8%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73%。

作为临沂市饮用水
源地，蒙阴县把维护水源
地水质安全作为服务全
市 人 民 的 重 要 任 务 来
抓。2014年以来，借助国
家良好湖泊试点政策，全
面启动总投资 20 亿元的
云蒙湖综合治理工程，包
括 150 公里环湖生态隔
离堤坝、青山埠拦河闸、
省级雨洪资源利用、城区
尾水导流等项目，同步实
施人工湿地、藕塘鱼塘、
环湖绿化等项目，筑牢了
水质安全的“堤坝”，云蒙湖水质达标率连续17年保
持100%。

蒙阴县还不断探索走好绿色发展路径，去年初
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启动了蒙阴碳汇研究
课题，全县森林生态系统碳汇总量达339万吨，总价
值6.3亿元左右。

“果树落叶喂兔子，兔粪入沼气池，沼气做饭照
明，沼渣沼液进桃园……既消除养殖污染，又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升了果品品质。”算起这笔变废为宝的
经济账、环保账，蒙阴县八达峪村村民李长忠说。

蒙阴现有果园面积110万亩，全县人均2亩，是
“中国桃乡”和“国家级出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
“蒙阴蜜桃”品牌价值266亿元。与林果业相配套，
蒙阴发展长毛兔、肉食兔养殖700万只，人均12只，
是“中国长毛兔之乡”。近年来，蒙阴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构建了“兔沼果”“果菌肥”两大循环链条，形成
了农工贸一体、农商文旅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了生态富民、壮镇、强县同步。

依托良好的生态，蒙阴县以全域视角发展旅游，
目前，全县A级景区达到12家，省级旅游强镇和特
色村10个，省级精品采摘园达到41家、开心农场6
家，“蒙阴红色旅游”品牌价值达到130.5亿元，成为

“中国十佳休闲旅游名县”“山东省最具竞争力旅游
强县”和“山东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如
今的蒙阴，处处呈现出“村在林中、人在绿中，乡乡文
明、村村和谐，家家增收、户户创业”的生态文明景
象，每年接待游客达500多万人次。

同时，该县以农产品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目前已发展网商微商1570家，从业人员3万余
人，预计全年交易额 36.5 亿元，被评为中国电子商
务示范县和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北京永定河综合治理稳步推进，将打造3个“生态节点”——

滨河“绿宝石”扮靓母亲河
本报记者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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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西洞庭湖因过度

开发利用湖泊湿地资源，一

度导致湿地严重退化。为了

彻底杜绝湿地内乱垦乱栽、

滥捕乱猎、插网圈湖等非法

行为，2009 年至 2011 年，湖

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先后出台

了多项管理办法，为加强湿

地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有力保

障，如今的西洞庭湖重现优

美的绿色生态画卷

11月30日，四川华蓥市的市民在该市饮用水源
地天池湖投放鱼苗。当日，华蓥市举行2017年“放
鱼增殖，保护天池”环保公益活动，市民将19万尾鱼
苗投放到供该市10多万居民饮用水的华蓥山天池
湖，增加鱼类群体数量，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
衡。 邱海鹰摄

放鱼增殖 保护天池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近日，广东合一通用直
接液冷标准示范数据中心于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并投
入运营。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方案，这个数据中心能
耗效率达到1.03—1.1，破解了传统IDC项目该指标
处于1.5—2.3高位的难题。

据介绍，位于河北容城县的这一示范数据中心，
机房总面积150平方米，分3个机房建造，目前M1
机房已放置13台机柜，其中分别设置喷淋冷却机柜
5台、换热式机柜6台、列头柜1台、动环监控1台。
服务器电力供给为80千瓦，可安装不同品牌2U服
务器。

在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加强节能
减排已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硬任务，国家主管部门
和地方政府相继推出政策举措。数据中心转向绿色
发展，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机遇。广东合一新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一种新型超传热材料及
相关新结构，热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独特、性能优异、
具有良好的工程适应性，在军用、核能、信息电子、医
疗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其IDC芯片喷淋液
冷数据中心集成器件及机房热管理、供电、IT机柜、
消防、综合布线、监控、防雷接地等全部子系统，采用
高效节能的喷淋冷却方式替代传统的机房空调冷
却，大幅度降低计算、存储、通讯设备的散热能耗。

“绿色”数据中心入驻雄安新区

西洞庭湖面上，成群洁白的天鹅伸展着宽阔的双翼，引翅拍水。 周国华摄

西洞庭湖已恢复退化湿地面积8万亩，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