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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的中国实践
本报记者 何欣禹

“过去一些人可能认为，环境保
护会阻碍经济发展。
但据我们的调
位于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 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何欣禹摄
查，现在超过 50%的公众认为保护
环境会带来很多新的经济机会，前
景会越来越好，如果要在环境和发
生态农业高效增收
展之间做出选择，绝大部分人都要
绿水青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
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过去 10
州元阳县境内，层层相叠的梯田绚
年，有 80%的中国人认为生态环境
烂夺目，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
有所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提升
沓来。在这如诗如画的梯田稻背后， 了中国的发展质量和人民福祉。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带来的馈赠。
“2017 年 10 月，德宏傣族景颇
“一般的水稻品种种植 3-5 年
族自治州盈江县那邦镇那邦湿地出
就会退化淘汰，但这里的水稻品种
现了一只鹳嘴翡翠。”中国科学院
连续种植百年而经久不衰。”中国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君说。
工程院院士朱有勇说：“经过我们
那一次，这只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
研究，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当地保持
的 鸟 类 ， 在 那 邦 湿 地 停 留 了 197
了较好的生态环境、保持了较好的
天，吸引了近 3000 名来自全国各
生物多样性。经过长期发展，水稻
地的爱好者。“这些吃住在那邦镇
品种具有遗传多样性特征，有助于
的‘鸟友’，至少带来了 50 万元的
产生品质优秀的大米。”
经济效益。小小的一只鸟，为当地
保护和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 带 来 了 50 万 元 的 收 入 ， 不 正 是
是助力山区农民实现减贫目标的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
要途径。
证明吗？”杨晓君说。
“除了遗传多样性，还能利用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公平
物种多样性相互耦合的原理，让中
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药材回归山野林中，不使用农药化
祉。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说，
肥。这样一来，药材不仅质量好， 自 2017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共命
且不与粮食蔬菜争地，助力山区群
名了 36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 136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众减贫效果显著。”朱有勇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
实践创新基地。2021 年，生态环
境部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张林秀也分享
他还是当地极受欢迎的自然体验向
物多样性公约与保护工作结合在一
了中国云南的案例。她表示，在云
实践模式与典型案例，总结形成了
导。2019 年，公园管理局向昂赛
起，以多种方式进行了真正的生态
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
南省丽江市的宝山石头城，山坡陡
乡授予“自然体验”特许经营权， 产业化，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
生态工作、生态加复合产业、生态
峭、灾害频发、经济相对落后，但
为这里的牧民家庭增加了新的生
部分国家公园相关区域实现了主流
市场、生态金融、生态补偿等 8 种
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当地通过对
计。以合作社为主体，牧民经过培
化，三江源就是很好的例证。”国
村民进行技术培训，对传统土特品
转化模式，这些都为实现全球生物
训可担任自然体验向导、司机并作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在大
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提
种进行收集并与市场对接，实现了
为接待家庭，带领自然体验者观察
会发言中说。
供了重要参考。
很好的经济效益。
记录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三江源国家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
“我国率先在以国家公园为主
公园正式设立，昂赛乡的牧民们依旧
究员杨祝良带领团队专注于羊肚菌
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
体的自然保护地中将履行联合国生
和野生动物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资源的收集保藏和创制利用。云南
三江源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卓乃湖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在给藏羚羊幼
仔喂奶。。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摄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昂赛乡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
源园区腹地，常住人口 3000 多人。
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初，乡民们
的去留曾让决策者颇费考量。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创始人吕植说：“通常认为，
人是造成破坏的一个原因，所以在
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最初成立的时
候，也是希望把核心区的人全部移
到外面去。但移民本身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社会工程，若处理不好，对
民生的影响非常大。”
世居于此的昂赛乡村民与野生
动物友好相处、彼此相依，已成为
自然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终，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
源园区采取了将原住民留在核心区
内的做法，在保护区内力争兼顾保
护与发展。
国家公园试点成立后，整个昂赛
乡畜牧业的规模控制在3万头左右。
“5 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我
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
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实施‘一
户一岗’的管护，让牧民在保护生
态的同时也能过上好日子。”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湘国说。
昂赛乡村民才仁尼玛就是其中
一员。
“一户一岗”公益岗位不仅让他
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还有了更多观察
认识自然的机会。如今，他可以通过
粪便、脚印分辨出不同的野生动物甚
至大型猫科动物雪豹的行踪。
才仁尼玛的身份不止这一个，

典型地区的示范作用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里的稻
谷成熟，，一派丰收景象。。
陆陆 忠忠摄摄 （（人民图片））

国家公园的积极探索

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立
体气候显著，土壤类型各异，雨热
同季，为真菌繁衍提供了优越条
件，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真菌王
国”。在收集的 8920 余株细株中，
杨祝良团队筛选出“昆植 1 号”和
“昆植 2 号”等高产种质 30 余株；提
出了“春播夏收”
“ 夏播秋收”和“秋
播冬收”新模式，将大田种植的成菇
率提高了 20%-30%，将种植周期由
过 去 的 120 天 -180 天 缩 短 至 60
天-100 天。2017 年至 2021 年，示范
种植 1.96 万亩，实现纯收入 1.92 亿
元。羊肚菌的成功栽培，既发展了经
济，又保护了野生资源。

运河依旧 古镇新生
杨林防
大运河是一条文化河，是世界
张”道口烧鸡老铺，木板门上挂有
文化遗产。大运河支流的卫河畔有 “正在营业”的小牌，推门而入，烧
一座古镇，名为道口，隶属河南省
鸡香味扑鼻而来。“道口烧鸡”始创
滑县。明清以来，道口商贾云集、 于清顺治十八年 （1661 年），距今已
人烟辐辏、商业繁荣，素有“小天
有 300 多年历史。从清代至今，来
津”之称。
到古镇的人，必定要买烧鸡，一两
道口古镇是古朴的，也是现代
只或者更多，免得留下白来一趟道
的。深秋时节，我来到道口古镇， 口古镇的遗憾。古人从义兴张老铺
穿过刻有“中州名镇”的石头牌
出来，提着烧鸡沿路西行到卫河码
坊，古朴的店铺、古朴的宅院、古
头，接着上船赶路。
朴的街区就在眼前。
今天，我来到卫河边的古码
漫步在道口古镇的顺河南街
头，沿阶而下，站在木质的观景平
上，灰砖墙灰瓦面配着灰砖路，让
台上，看着缓缓流动的卫河水，脑
点缀其中的大红灯笼显得那么鲜
海里可以尽情畅想卫河昔日的繁华。
艳。古镇、古街、古店铺，错落有
清乾隆年间，道口开始日日有
致，造型各异，如一幅舒展的历史
集市。到了清光绪年间，水路更加
画卷，让人感觉眼前的一切看不够
畅通，上可达百泉，下可抵天津，
又看不过来。
不足五公里的道口河段，就设有十
前行至十字路口，看到“义兴
多个码头。南粮北运，津货南来，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道口成为豫北地区“日进斗金”的
商品集散地。
古镇如此繁荣，少不了银号的
功劳。在道口镇大集街西段路北，
修葺一新的同和裕银号向人们诉说
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同和裕银号由
知名豫商王晏卿等人创办，业务涉
及存放款、汇兑，兼营商业。依托
当时道口镇的水、陆交通，该银号
的开办为同和裕开展金融活动、建
立金融网络奠定了基础，是同和裕
早期的金融联络、商业活动、信息
联络中心，也为近代道口金融和民
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昔日的繁华与厚重的运河文化，
给道口古镇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在
顺河北街东侧，有一座两层的半欧式
建筑，十分显眼。我驻足仰望，门窗为
拱券式，门头匾额由泥土封闭，露出
一点边角，猜不出是什么字号，半圆
形门柱上刻的对联已残缺不全，但仍
可辨认出“津沪国货”
“ 苏杭纱罗”几
个字。倘若好奇，想弄个究竟，也没什
么难度，拿出手机上网查找，便可知
一二。该处原为老绸缎庄“德锦诚”所
在，也有人猜测是“德庆诚”。对联的
内容“津沪国货布匹”
“ 苏杭纱罗绸
缎”，可以想见当年道口古街商品辐
辏、贸易繁华的景象。
实属难得的是，古镇虽古未
废、虽衰未败，古街区保存完整，
老字号、老店铺模样犹存，老茶馆
仍在营业，老民居里依然充满着欢
声笑语。这里，是一处地地道道的
明清北方民居建筑博物馆。这里，
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古镇的历史，一
房一屋都记载着古镇的文明，一街
一巷都留存着古镇的繁华。千年运
河见证着古镇兴衰，道口古镇传承
着运河文化。
上图：道口古镇一景。柱 子摄
发行部 65369319

寒露过后，浙东气
温日渐下降，宁波市象
山县金高椅村橘农陈
志岳带着帮工天天泡
在“ 红 美 人 ”柑 橘 大 棚
里，修剪、疏果、追肥、
控 水 、吊 枝 ，忙 得 不 亦
乐乎。沉甸甸的果实挂
满枝头，今年 11 月中旬
就可采摘上市。
57 岁 的 陈 志 岳 以
前是渔民，十几年前
退出捕捞业，回村种
起了“红美人”柑
橘，目前种植面积 110
亩，成了远近闻名的
致富能手。
陈志岳刚创业时，
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
术。
“ 红美人”柑橘是娇
贵的水果树种，既怕寒
冬又怕烈日，地处沿海
的象山县多台风，需要
搭建钢制大棚。钱从哪
儿来？他听说中国建设
银行宁波市分行推出
了普惠金融特色产品
“甬橘贷”，就申请了 30 万元小额贷款，用于搭
建“红美人”柑橘种植金属大棚。不懂种植窍
门，他就主动向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请
教，掌握了栽培、修剪、嫁接、管理等技术。经过
不断摸索实践，如今他种植的“红美人”柑橘最
高亩产值可达 10 万元，比种植普通柑橘翻了
10 倍以上。
2001 年，中国第一棵“红美人”柑橘在
象山县选育试种。经过近 20 年发展，如今象
山全县栽培面积达 3.5 万亩，总产值突破 3.5
亿元，成为象山第一大水果产业。
定塘镇是象山“红美人”的主产镇之
一，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和省级
柑橘特色农业强镇。离灵岩山不远，就是
“红美人”种植大户毛杨阳的 8 个种植大棚。
今年 5 月，正值“红美人”柑橘开花期，毛杨
阳贷到 200 万元，赶制了大棚。今年他种了
300 多亩，雇了十几个帮工照料大棚。“今年
我们农场的‘红美人’产值可达五六百万
元。”他乐呵呵地说。上市前，毛杨阳还要细
心叮嘱帮工们不准打药。他说：“采摘的果子
还要做农残检测，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为实现柑橘产业绿色发展，定塘镇建立了
全国首个“红美人”柑橘规模化种植基地，与浙
江大学探索推广全省首个柑橘肥料研发生产、
测土配方、按需定制“加肥站”服务形态，实施
腐烂柑橘、枝条全周期利用模式，做到柑橘全
周期利用，并建成浙江首批村级农产品检测室
4 家。截至目前，全镇推广测土配方 1.2 万亩，有
机肥推广施用 8000 亩，绿色防控技术应用 5000
亩，各项生态项目转化率均在 75%以上。
晓塘乡也是远近知名的柑橘之乡。从上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种植柑橘至今，该乡已
形成 1.3 万亩的柑橘种植规模，其中“红美
人”种植面积约 5500 亩。晓塘乡有关负责人
说：“普通农户种个两三亩‘红美人’十分普
遍，年收入约 20 万元，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橘生山海间，橘农日子红。象山县地处
北纬 30 度，三面临海，日照丰富，雨量充
沛，适宜柑橘生长，皮薄、肉嫩、汁多的
“红美人”，在众多柑橘品种中独树一帜。今
年，象山全县柑橘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其
中“红美人”超过 3 万亩，预计产量达 3000
万斤，带动了众多橘农致富。

再访五桂村
杨素宏

一闻到桂花香气，我脑海中就
浮现出一个地名——五桂村。
村子在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清泉
镇。这五桂村在别人眼里或许很普
通，但在我心里，却有着别样的缘分。
一 次 ， 我 在 编 辑 《四 川 散 文》
杂志时，收到了一篇署名廖兴友的稿
件。他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廖兴友
呢？拨通了他的电话，果不其然。他
告诉我，现已回村任职，正带领乡亲
们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欢迎
我有时间到村里去看看。这时，我才
知道他的老家叫五桂村。
一个下午，我如约而至。走在
阡陌纵横的小道上，只见村西边一
幢房屋的墙面上有一幅简笔画，还
题有一首诗：“声声时鸟不留停，过
柳穿梅正好听。风絮欲飞随荡漾，
江花未插莫飘零。随时骑游穿新
绿，无数香车撵破青……”诗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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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处写有作者简介：李茂昭，字素
山，金水县鹤鸣乡红豆村三州山（今
青白江区清泉镇五桂村袁家湾）人，
1724 年 生 ，工 诗 ，著 有《红 豆 村 诗
集》……上述诗句，为李茂昭所作《红
豆村春秋十二咏》中的摘句。
这五桂村的文化底蕴不薄，难
怪廖兴友散文作品中的五桂村、袁
家湾、林溪谷、天府孔雀园以及廖
家场古遗址，是那么令人神往。
行至五桂村龙泉山脉袁家湾右
侧的山坳平台风口处，一座刚建好的
无名亭映入眼帘。我问，可有亭名？
廖兴友回答，还没有。于是，我想起
历史上治蜀兴川的四大名臣之一赵
抃。赵抃是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宋仁
宗赵祯皇祐元年，他入川来到青白
江，对江水自誓：“吾志如此江清
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
我说：“何不叫‘清风亭’？”大
国内定价全年 420 元

石志藏

10 月 11 日至 15 日，2020 年
联 合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大 会 （即
COP15） 在云南昆明举行。大会
期间，举办了生态文明论坛，其
中一个主题分论坛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到实
践”。在这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国际性会议中，聚焦中国的
“两山理论”，旨在探讨“两山理
论”的转化机制和路径选择，为
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
社会发展协同提供解决方案。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在“两山”理论的实践中，我
们是怎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又是如何增进人类
福祉的？在 COP15 大会现场，本
报记者听到许多鲜活的故事。

橘 生 山 海 间 ，橘 农 日 子 红

生态好了，生活美了

邮箱：hwbrmrb@163.com

家连声说好。后来，川籍书法家徐
炜将“清风亭”三字书写出来刻挂
于亭上。
此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五
桂村的文化，及至第二次造访，我
更感叹村民们的安居乐业。
春去秋来，瓜果满枝。我与廖
兴友在五桂村再次相见。穿行于果
林间，但看黄澄澄的椪柑压得树枝
弯了腰，村民不得不用木棍搭起支
架将果枝撑住。那墨绿的枝叶和橙
黄的果儿在微风吹动下摇摆出迷人
舞姿，我恨不得摘下来大快朵颐。
我把视频和照片发给老家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口寨村村
主任杨定福，他啧啧赞叹：“五桂村
咋搞得这么好啊？这果子要是我们
村也种上几百亩，可以让群众增加
不少收入了！”
的确如此，五桂村的山坡林
地，没有一个季节闲着，四季交替
着给老百姓的腰包输送钞票。春天
看油菜花、桃花、李花，春末夏初
摘樱桃、赏荷花，盛夏时节吃李
子，秋冬橘类登场。
廖兴友告诉我：“村里除了抓生
产发展集体经济，也打文化牌、法
治牌。现在村里打牌赌博的现象基
本消失，打架吵嘴的情况也少之又
少了。大人小孩守法律守规矩，助
人为乐的情况随处可见。就拿疫情
防控这事来说吧，主动值勤守村口
的志愿者比村组干部都多，大家主
动为村集体做事不计报酬、不讲价
钱，一心都想着‘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
清风送爽，五桂村桂花的香味
又随风飘来。抬眼望去，那一丛丛
金桂正吐露芬芳。
上图：五桂村的村民们在分拣、
运送桂花。 刘学懿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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