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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河引黄灌区创建国家级湿地公园

山东滨州戴上“翡翠项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2017年12月，山东省

滨州市小开河引黄灌区正

式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试

点，成为全国首个引黄灌

区国家级湿地公园。20年

时间，滨州用实际行动演

绎“塞罕坝”精神，用持之

以恒的工作为灌区生态做

“加法”，如今，小开河的滋

润让沿线从曾经的碱蓬满

地变成鸟类乐园，小开河

引黄灌区化身为浓缩黄河

文化与黄三角风情的经典

之作

“为什么要申报国家级湿地公
园？”在小开河湿地公园验收现场，记
者问山东省滨州市小开河引黄灌溉管
理局局长王景元。王景元的回答颇为
实在:“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生态
环境。”

水泽万物

带来生态、生活双改善

在小开河灌区数量繁多的资料
中，有两张照片让人过目难忘。这两张
照片都拍摄于滨州市无棣县于岔河村，
主人公是同一位老太太，名叫张瑞武。
不同的是，一张拍摄于1997年，一张拍
摄于2009年。前者，张瑞武正半跪在
干涸龟裂的池塘边，从坑中将涩咸的地
下水舀出来，准备回家吃用；后者，在家
中庭院，张瑞武眉开眼笑地看着水从自
来水管内汩汩而出。两张照片，承载着
当地人关于水的苦涩与甘甜。

为解决当地饮用和灌溉用水问
题，1998年11月28日，小开河引黄灌
区正式通水，河水贯穿黄三角腹地，全
长94.2千米。那年冬天，当地人铭记
的不是天寒地坼的天气，而是络绎不
绝的“拉水”盛会。灌区中游存蓄的黄
河水经沉淀后化作一汪清池，十里八
乡的村民带着盛水工具纷纷赶来，凿
开冰面取水。

一位村民把水桶装满，剩下半舀

舍不得泼在地上，又倒回到池里。一
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走路都很困难，
听说小开河通水了，非要让孙子用小
推车推着他来亲眼看一看黄河水是
什么样……

从那时起，小开河就成了这片土
地的“母亲河”。灌区沿线兴建了 5
座库容 1000 万立方米以上的大型
水库，形成以西海水库、北海水库、芦
河子水库为主的饮水供水网络，解决
了近 50 万人的饮水问题，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100%。乡、镇、村建起一
座座小型水库，农业灌溉让广阔的盐
碱地变为良田。

水为当地群众带来的是生活水平
的提升，是城乡差距的缩小，是思想观
念的更新，更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当地
自然生态从盐碱地渐渐变成鸟类的乐
园。水库、河道、沉沙池常年蓄水，引来
野鸭、野鸡、白鹭、天鹅等鸟类栖息繁
衍，碧水荡漾，鱼翔浅底，河道内芦苇、
菖蒲长得密密麻麻，沿岸铺满野生大豆
藤蔓，绘就出一幅自然和谐的画卷。

顺应自然

展现多样性梯度变化

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内，大片野
生柳树恣意生长，已成一景。

2001年，小开河引黄灌区组织人
员对沉沙池进行宽度测量，一米半高的

小树正好挡在测量路线上，视线不通
透。但工作人员想的不是把柳树清除
掉，而是每次测量下去一个人把树拨
开。近20年时间，灌区工作人员见证
了小柳苗“碧玉妆成一树高”的过程。

2007年，灌区在沉沙池东侧建了
一座观赏亭——开荣亭。设计人员提
出在观赏亭周边移栽城市植被，灌区
经过考虑后，拒绝了这个提议。此后，
除亭子底下移栽了几株当地垂柳，再
没进行过人为改造。长茅草、红荆条，
野生大豆“贵妃靠”等野生植物恣意生
长，长亭漫道、荒野蔓草，开荣亭与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

顺应自然，自然也回馈着这片土
地，小开河引黄灌区如今已成为涵养
辐射周边生态环境的支撑点。著名鸟
类专家赛道建在滨州西海水库发现了
省内罕见的长尾鸭；小开河引黄灌区
管理局委托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调查”，涵盖植物、
鸟类、鱼类、昆虫、微生物、浮游生物等
各个领域。“调查在黄河流域是独一无
二的，其所展现的小开河全流域多样
性梯度变化是独一无二的。”山师大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樊守金如此评价此次
调查和小开河引黄灌区。

20年间，碱蓬等盐生植物逐渐减
少甚至消失。在生物链概念中，水改
变了土壤，植物相应发生变化，依附于
植物的昆虫随之发生变化，鸟类也相
应发生了变化。结论是：小开河灌区
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生物多样性种类
贫乏，但20年间出现了生物物种的变
化且是有益的。同样，水生植物对水
质影响的直观表象是“黄水在沉沙池
处变清水”，物种多样性的提升增强了
灌区湿地生态系统、平原生态系统和
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强了灌区
抵御环境因子干扰的能力。

堵疏结合

良好生态带来经济效益

随着小开河引黄灌区生态环境的
好转，偷伐卖树、下网捕鸟、砍树放羊、
砖窑取土的事情开始发生。工作人员
就曾见到过枯水期沉沙池变成几百只
羊的“草场”，也见过放羊人砍断小树
给羊喂树叶。

当保护生态的长远利益和经济价

值的短期效果出现矛盾时，灌区果断
选择了“生态优先”。

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罐区让
当地群众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之
中。对于人为破坏活动，要求滨州林
业部门设立了警务室。2013年，将沉
沙池沿岸一周全部疏通为深沟，开荣
亭周圈改造为观赏荷池，保持常年存
水，将人为活动降到最低。同时小开
河引黄灌区沿线千余亩土地被承包到
户，改造成藕池，良好的生态给农户带
来经济效益，使他们对灌区沿线生态
环境保护极为上心。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为
破坏活动逐渐减少，鸟类爱好者的摄
影活动日渐增多。曾有鸟类协会联
系小开河引黄灌区，提出建设观鸟
台，搭设一个廊道专门用于水鸟拍
摄。但是，像天鹅这样的鸟类，警戒
距离是200米，太多人类活动容易惊
扰鸟类。根据鸟类习性，考虑类似状
况，灌区管理局最终也没有同意。沉
沙池下游有一处鸟类聚居集中孵卵
的区域，灌区还特地改变水流航道，
让位于鸟。

用链条式工作不断为生态环境做
“加法”，这是灌区一直秉持的理念。
小开河引黄灌区开创了引黄系统长距
离输沙的先例。“引黄必治沙”，20年
来，小开河引黄灌区持续实施4期水
土保持项目，将沙地网格化，网格“线”
上栽植柳树、刺槐、白蜡等各类乔木、
灌木，网格中间种上花生等耐沙性强
的作物，坡下则是一片片水稻田。上
游干渠沿线千亩土地一片莲花藕池，
通过水土保持、耕地利用与景观建设
的结合，打造出沉沙池生态湿地景
观。2017年，小开河灌区通过流转土
地又将沉沙池西侧道路外移200 多
米，道路也随之外移，给湿地腾出更大
的空间。

据介绍，下一步，小开河国家级湿
地公园（试点）将成为黄三角地区的科
普教育基地。沿线走来，人们可以看
到水是如何由黄变清的，生物之间是
如何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应当如何
和谐相处等。“让人们看到，我们是如
何在黄三角腹地打造出这条‘翡翠项
链’的。让每一位观光者都能认识到，
水资源得之不易，一草一木都必须珍
惜。”王景元说。

小开河沿线绿树成荫。 鲍建平摄

广西武宣县

“赏花+”拉长多元产业链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林宇航

贵州铜仁

好水出深山 致富道路宽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青杠坝村坐落在贵州省铜仁市
思南县塘头镇的一处半山腰，人均仅
半亩耕地，极度缺水。长久以来，村
民们都过着清贫的生活。

近年来，在村党支部书记冷朝刚
的带领下，村民们利用大山里的特殊
环境和特有资源，开启了转型发展
之路。

第一次转型：“水路不通走旱
路”，从种植传统作物到种植大蒜、
西瓜等经济作物，使青杠坝村走出
了贫困。第二次转型：从种植业到
种养业并举，发展蛋鸡养殖，使青
杠坝村走向了富裕。青杠坝村年人
均收入从以前的不足 700 元增至现
在的1.48万元，村里的固定资产达

到上千万元，集体经济超过300 万
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目前
正在进行第三次转型，从种养业到
企业模式发展，将使青杠坝村实现
经济腾飞。

念好“山水经”，富了山里人。近
年来，铜仁市立足当地环境和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产业，大力发
展以健康水产业为重点的特色产业，
走出一条生态环保效益型的产业致
富道路。

“选择铜仁，主要是看中了这里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高山泉水，
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农夫山泉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位于贵州铜仁碧江经济开发

区的农夫山泉（贵州）武陵山饮料生
产基地，宽大的厂房，先进的生产线，
正把铜仁的生态水加工成一瓶瓶矿
泉水和饮料，销往全国各地。据介
绍，农夫山泉在贵州铜仁的一期工程
将实现年产33万吨天然饮用水和7
万吨饮料的目标。

做活水文章，大力发展健康水产
业，让一批知名企业“闻”水而来。福
建“好彩头”公司投资15亿元在碧江
区建设饮料、矿泉水南部基地，如今
一期工程已投产，铜仁产的“小样”等
饮品目前已进入市场。

据统计，目前铜仁在建、拟建的
水产业项目有 6 个，总投资近 29 亿
元。预计今年规模以上水企业可完

成工业总产值10亿元以上。而铜仁
的目标是，通过 5 年至 8 年的努力，
将健康水产业打造成为百亿级产业。

从水产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铜仁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路。

近年来，铜仁市大力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特色产业，
新型生态工业体系逐步形成，成功
走上一条工业转型升级之路。不久
前铜仁市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培育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
系的决定》明确提出，以“绿色化、信
息化、服务化”推动工业产业转型升
级，将节能环保产业、大健康医药产
业、大数据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
业作为未来5年至10年重点推动的
工业主导产业，加快构建以新材料、
能源环保、新型建筑建材、特色轻
工、装备制造、新医药、生产性服务
业和大数据产业为支撑的 8 大产业
体系，着力打造西部精细化工产业
基地、西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
全国承接产业转移基地、全国营养
大健康医药产业基地、西部石材产
业基地5大产业基地。

沉沙池内，大量鸟类栖息繁衍。 王景元摄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千古
传诵的名句，正在成为广西来宾市
武宣县乡村旅游的真实写照。近年
来，武宣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历史
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优
势，围绕“赏花经济”发展乡村旅游，
探索“赏花+”模式，拉长多元化产
业链，把“赏花经济”和乡村旅游、乡
村休闲进行无缝对接。

“我们是慕名而来的，禄道村的
百日菊开得很艳，五彩缤纷，美不胜
收。赏完花，我们还可以参观花田
旁的马岭月楼庄园，领略古庄园文
化的底蕴。”从柳州过来赏花的张先
生说。

近日，武宣县东乡镇禄道村的
百日菊悄然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往赏花、游玩。据统计，禄道村每个
周末接待游客均超过 1000 人次。
另外，该村还引进了企业打造千亩桃
花旅游基地，推行“农行+企业+基
地+农户”发展模式，让游客可在禄
道村领略“十里桃花”的诗情画意。
前期600亩优质桃花旅游基地项目
现已开工，禄道村周边村民将可享受
到“赏花经济”带来的实惠，其中，仅

“农家乐”项目，预计就可带动420户
农户搭上赏花致富的顺风车。

武宣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打造“赏花经济”，必须赋予其文
化内涵。武宣县借助赏花游与庄园
文化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开发观百
亩荷花、赏千亩葵海、品文化底蕴等
赏花体验活动，促进了乡村旅游产
品提档升级。

武宣县东乡镇的刘炳宇庄园和
将军第远近闻名。该镇依托浓厚的
庄园文化，深入推进农旅结合，打破

季节性局限，提出了“春桃、夏莲、秋
葵、冬菜”四季花发展模式，即春季
有桃花、夏季现莲花、秋季赏葵花、
冬季看油菜花，形成常年的赏花旅
游经济。其中围绕刘炳宇庄园的百
亩葵花景观入选“中国美丽田园”，
吸引了区内外大量游客纷至沓来。

2011年以来，武宣县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七届金葵花旅游节，去年
国庆假日期间，武宣县依托金葵花
节共接待游客 25.21 万人次，旅游
总消费达1.1亿元。武宣县的古庄
园文化、金葵花文化已经成为来宾
市“一县一品”的重要文化品牌。每
逢周末，河马村的“夜游下莲塘”都
有点灯仪式、音乐喷泉秀，吸引了不
少游客，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增收
4000元以上。

盛夏时节，武宣各地荷香四
溢。在以盘古文化为依托的武宣县
螺山生态产业核心区桐岭荷花基
地，游客白天可赏荷摘花、垂钓鱼
虾，品尝河鲜美味；晚上可夜观荷
塘，听蛙声虫鸣，体验乡村露营。4
年来，桐岭镇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建
设园林式生态农村，带动当地 600
多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和投工投
劳实现了脱贫致富。

目前，东乡镇武兰村观赏莲花
种植基地的百亩荷花竞相开放。该
村在东乡镇党委的引导下，依托“生
态花海”，成功组建村级混合经营合
作社，通过立体种养方式，在莲花田
里生态套养荷花鱼、小龙虾，以观赏
荷花、销售莲蓬和套养鱼虾促进农
户增收，充分发挥赏花经济的“蝴蝶
效应”。6月份，东乡荷花将进入盛
放期，预计该村今年可接待游客 2
万人次以上。

武宣县东乡镇的千亩葵花。 朱 锋摄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日
前，云南大理市公布洱海生态环境
保护“三线”划定方案，实施更加严
格的空间管控，巩固和提升洱海保
护治理成效。

去年，大理市持续采取洱海保
护治理“七大行动”等“断然措施”，
洱海周围2000余家餐饮店和客栈
关停整顿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大理州“七大行动”指挥部综合
协调组组长、大理州环保局局长谭
利强表示，2017年洱海有6个月的
水质达到了Ⅱ类，2018 年 1 月至 5
月达到了Ⅱ类。然而，洱海流域水
环境承载的压力仍然巨大，洱海保
护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大理市常务副市长赵永祥说，
加强洱海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空间
管控，疏解洱海湖滨人口和环境压
力、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恢复自
然生态岸线，构建完整的湖滨生态
屏障，形成健康湖泊生态系统，给洱
海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洱海生态
环境保护“三线”划定和实施湖滨缓
冲带生态建设迫在眉睫。

据了解，《大理市洱海生态环
境保护“三线”划定方案》将于 6 月
30 日起正式实施。方案划定蓝、
绿、红三线。蓝线是洱海湖区界
线，以“2007 年环洱海数字化修测
地形图”和 2014 年勘定的 1966 米
湖区范围界线划定。绿线是洱海

湖滨带保护界线，以蓝线为基准线
外延 15 米划定。红线是洱海水生
态保护区核心区界线，以洱海海
西、海北（上关镇境内）蓝线外延
100 米，洱海东北片区（海东镇、挖
色镇、双廊镇境内）环海路道路外
侧路肩外延30米划定。

从功能上看，蓝线区域是大理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是国家级大
理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苍山洱海
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区域实施生态保育、生物多样性保
护及生态修复，恢复湖泊健康生态
系统。绿线区域（蓝线与绿线之间
的范围）是洱海湖滨带，为洱海水
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的重点管控
区。该区域实施生态保护、生态修
复、生态环境治理，恢复湖滨带的
生态环境功能。红线区域（绿线与
红线之间的范围）是洱海水生态保
护区核心区。该区域内实施污染
控制，构建生态净化系统。

下一步，大理市将在“三线”范
围内实施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
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用
地依法有偿征收，项目范围内土地
房屋有序腾退，涉及的建筑物、构筑
物及附属设施等依据相关规定补
偿。征收的土地全部用于湖滨缓冲
带、生态湿地和生态廊道建设，恢复
洱海自然生态岸线，形成完整的陆
地与湖泊水体的过渡缓冲区域。

实施更加严格管控

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