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北部湾畔的广西防城港市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连片红树林，

为数万迁徙的候鸟提供了栖息的驿站。如今，当地民众与鸟群和睦相

处，使许多候鸟变成了“留鸟”，过起了“定居”生活。图为尾随渔民的一

群鹭鸟。 庞革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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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嵩摄

清澈的水 流动的韵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清晨，像往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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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洪希和
与老伴又来到秦淮河畔晨跑。老洪手里
拿着小收音机，边跑边听新闻；妻子带着
相机，看到中意的景色，就拍个不停。

碧波、绿荫、草地、石径、古城墙，
还有三三两两健身的市民，让今天的
秦淮河显得那么恬适、和谐，仿佛浑然
天成的一幅画卷。

日前，南京市政府通过选择秦淮河
环境综合整治和建设项目为申报案例，
夺取了本年度联合国人居奖的最高奖
项———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奖。

河畔住户盼治水

老洪住在秦淮河对岸的一处滨河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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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从市区搬到这里。“谁能想
象，石头城有一天能变成这样呢？”老
洪说，

$

年前，秦淮河臭气熏天，还有一
大片杂乱无章的棚户区。在人们的印
象里，十里秦淮河与污水、吵架、猪圈
等联系在一起。

整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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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南京市政府成立秦淮河环境综合整
治领导小组，制定了综合整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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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秦淮河环境综合整
治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整治内容
包括安居、水利、环保、文化、景观五
大工程。截至目前，工程实施范围长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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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工程投资约
*+

亿元。

“一龙治水”效果好

在中国，向来有“九龙治水”之
说，秦淮河也不例外。秦淮河综合整
治若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指挥，各部门
和沿河各区各行其是，其结果可想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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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南京市城建集团出
资成立南京秦淮河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由该公司作为项目法人专项负责
秦淮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资金筹
措、工程管理及维护营运等。
“ 千 根 线 ”穿 进“ 一 根 针 ”，情

况变得简单了。以修建防洪墙为
例：若分兵作战，就会单纯从水利
角度考虑，笔直地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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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的
防洪墙。那样，秦淮河就成了铁桶
般的护城河。现在统筹规划，防洪
墙前面增加两级平台，不管什么

水位，百姓都能亲水；护坡上遍植
柳树、花草；防洪墙上，还有 展 示
南京民俗风情的《南都繁会图》石
刻……防洪墙功能未变，还增加
了文化气息，成为一道美丽的景
观。

治水的体制理顺了，资金如何解
决？秦淮河建设开发公司采用市场化
运作的机制。在建设阶段主要从全市
每年新增污水处理费中提取一部分资
金，同时将沿河旅游、广告经营权及
“水木秦淮”休闲街区经营权的经营运
作收益用于养护和管理，在没有增加
市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工
程投资的资金平衡。
“秦淮河环境改善是政府财力、公

共资源成功用于环境治理的榜样。”联
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
蒂贝琼卡经实地考察这样评价。

秦淮河，历经几度衰荣。如今，一
切都变了。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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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给人们留下对古都风华的伤感追忆；上世纪末，沙尘臭气中的秦淮河，让沿河

居住的南京人不堪忍受其污浊；今天，绿柳清风里的秦淮河，成为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的环境综合治理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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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有道
———青岛循环经济实践记事

本报记者 孙秀艳

钢厂跟化工厂“结亲”，火电厂的畅销产品是矿泉
水———这可不是马三立先生相声里的“哪跟哪啊”，这
是青岛循环经济实践的几个真实片段。日前，记者跟随
“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切身体验了青岛的循环之
道。

铬渣变原料

青岛红星化工厂是著名的污染企业，历史上遗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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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铬渣，因为没有安全有效的解毒处理方法，
已经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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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六价铬是公认的致癌物，铬渣处理
已经被列入环保“十一五”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处置难
度可想而知。

以往，铬渣治理往往难以突破行业内治理的局限，
青岛环保部门为此花了不少心思。“现在我们把铬渣代
替白云石用作炼铁烧结的原料，不仅消除了铬渣污染，
还节约了成本。”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君庭告诉记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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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努力，铬渣的处置工作已经基
本结束。

循环“关系”图

在青岛碱厂，有两张关于循环经济关系的图表，一
是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思路，无外乎将生产流程中的
原材料副产品尽其所能吃干榨净，另一幅有关企业间
循环经济的新关系的图表更吸引人眼球———

碱厂生产所用的二氧化碳是青岛钢厂生产过程
中捕获的温室气体；原料之一的电石泥是海晶化工的
废弃物；碱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是氧化钙工厂的
原料；粉煤灰给了制造商；以往最令人头痛的白泥也
有了多个去向：不仅可以成为一种叫“生态宝”的海水
养殖添加剂，更可替代石灰石成为电厂脱硫的原材
料。

海水变矿泉

青岛是严重缺水的城市，海水淡化工程在用水大
户的火电厂已成必需。如华电青岛发电厂从一期扩建
工程开始，就将海水作为循环冷却水，年利用海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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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
青岛市人大环资委副巡视员姜龙强说：“淡化海水

成本是一吨
7

块钱，淡化海水再提纯就成了出厂价每
瓶

#

毛钱的矿泉水，供不应求。”
青岛市副市长秦敏介绍，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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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岛每万
元生产总值能耗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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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标准煤，万元生产总值取
水量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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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以内。

农村环境保护

期待环保自治成常态
裴沙沙河湖被污染，家园脏乱差，这是

当今一些农村的环境写照。谈到这些，

许多农民往往诉说着无辜，流露着无

奈。他们渴求喝上干净的水，村子里别

再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烟尘弥漫。

保护农村环境，首先要解决农

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村

环境问题，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

责任。说起来这个责任可不小，既

要定政策、拿资金、出技术，也要多

宣传、善引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政府工作不是抽象的，政府抓农

村环保，肯定要把任务落实到一些职

能部门，比如环保局。农村环保又是

具体而复杂的，环保局只设到县一

级，好一点也只有几十个工作人员，

管的还不光是农村环保的事。环保局

的人就是天天往农村跑也跑不过来。

村里的环保事务，很大程度上还得依

靠农民，引导农民自我管理。从长远

看，彻底解决农村环保问题，必须研

究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农民广泛

参与，养成习惯，形成文化。

怎么个引导法？坐在办公室里

拟几页文件，市里发到县里，县里发

到乡里，乡里发到村里，管用吗？派

几个人到村里走一圈，开个会，刷几

条标语，管用吗？实践证明不大管

用。那该怎么办？长沙市推行村民环

保自治给人们的启示是，引导农民

自觉自愿抓环保，得有必要的组织

形式，得选几个热心人，得帮助村里

定一些条条框框。

长沙市的村民环保自治搞了一

年多，效果不错，正在广泛推开，让人

看到了很多希望。但在欣喜之余，有

人也不免担心这种做法能不能持续

下去。这不是“泼凉水”，而是事出有

因。比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环保

自治的村规民约虽然在农村具有一

定的道德约束，但它毕竟不是法律，

无法形成刚性约束；环保局引导村民

搞了环保自治，再往下走仍由环保局

唱独角戏，有些事情协调起来就非常

费劲。事实上，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强

调农村环保要齐抓共管，多个部门形

成合力。所以，农村环保自治也需要

其他职能部门搭一把手。

村民环保自治，无疑是地方环

保部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结果。

显然，这一探索不是突发奇想，而是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正确把握农村

现实和农民意愿，拿出了管用的办

法。由此可见，抓农村环保，是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一环，抓好农

村环保的法宝没有别的，只能依靠

改革，多个部门都来抓，不断创新，

拿出实招，办好实事。

长沙市环保局局长黎建———

引导农民动起来
本报记者 颜 珂 王伟健

金塘村搞环保自治，离不开环保部门的指导和帮助。记者
在采访中记下了长沙市环保局局长黎建的一席话———

我过去到金塘村搞调查时，离村子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臊
臭味，几乎能把人熏倒。一进村，就看到猪粪遍地、尿水横流、
生活垃圾随处堆放、乱施滥用农药化肥……住在这样的环境
里，即使穿金戴银，也不会活得有滋有味。

实际上，农村污染已经对农民的体质造成了影响。以金塘
村为例，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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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村里适龄青年因为体检不合格没有一个人
当上兵。一位村民曾担忧地对我说：“我们村子太邋遢，连外头
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进来，再不搞好卫生怎么得了？”

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尤其是现在我国农村还没
有相应的常设环保机构。以长沙为例，全市环保工作人员也就
"&&

多人，而长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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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农民，怎么去做农村环保？
没有现成办法可学，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农村环保的主

体是农民，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才能建立农村生态保护的长效机
制。我们尝试搞农村环保自治，就是在尊重农民参与环保的主
体意识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农村环保机制。

农村环保自治并不是空穴来风，它借鉴了“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精神。例如，开办农民环
保学校，可以提高村民的环保素质；组织环保促进会，能够引
导村民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建立环保自治听证会，尊重了村
民的环境主张和利益诉求，也强化了村民的权责意识。

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符合农村实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同时也发挥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环境约束功能。同时，环境
治理也从“行政推动”转变为“平等协商”，减少了政府单方面
推动的难度，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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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长沙市环保局指导金塘村首先搞试点，如今
这种模式已在长沙市的所有乡镇铺开。当我听到农民把听证
会的故事编到花鼓戏中传唱，就知道农民是欢迎这种做法的，
我们信心更足了。

当然，农村环保自治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环保部
门首先要深入农村了解基层具体实际，然后提供组织、技术、
资金上的支持，这样才能收到实效。此外，环保自治也需要相
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支持。比如，村规民约虽然在农村具
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但毕竟不是法律，无法对村民的行为实
行刚性约束；环保促进会和村委会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也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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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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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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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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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环保自治一年 山村环境大变
本报记者 颜 珂 王伟健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湖南省浏阳
市葛家乡金塘村，随便敲开一户家门。
主人名叫彭寰恒，庭院里有一栋漂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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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楼前种着竹子，围着栏杆。
左边的空地种上了白菜、菠菜、莴苣、
葱等十几种蔬菜；右边建有污水处理
系统，所有的生活污水、雨水等都被收
集处理净化。整个庭院干净、整洁。

聊起村里环境的变化，彭寰恒感
慨地说，“过去村里到处都是污水、垃
圾、猪粪便，现在一切都变了。”接着
走过几家，金塘村果然是绿树成荫，
环境整洁优美，空气清新扑鼻。

许多人都说农村环保难搞，金塘
村环境大变有什么高招？村民告诉我
们，这是托了“环保自治”的福。

环保自治？听起来真新鲜。

自家建个养猪场，却要邻

居点头同意

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定了

(7

条，大家互相监督

今年
(&

月初，金塘村石门组村民
黄虎和邻居黄三闹了回别扭。黄虎要
在黄三的屋后新建一个养猪场，遭到
黄三的强烈反对。黄三反对的理由很

充分，根据《金塘村环境保护村规民
约》，新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必须举行
听证会，经周围邻里签字同意才行。

自家建养猪场，却要邻居点头同
意，这在农村里可是破天荒。作为传统的
养殖村，金塘村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一
家养猪，邻家背时（倒霉）。”养殖户虽然
靠养猪挣了钱，但水脏了，空气臭了，邻
里之间的关系也变坏了。村民虽有怨言，
却碍于情面不便反对，养殖户心有愧疚，
但找不到好的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照章办事，问题好解决多
了。老支书余尚清说，这个“章”是去
年

$

月
(

日定下来的。那天，由余尚
清起草，全村村民参与讨论的《金塘
村环境保护村规民约》在村民代表大
会上审议通过。村规民约共有

(7

条，
对村里的环境监管、牲畜防疫、美化
环境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比如，第
八条规定，严禁将死畜扔在塘、坝、河
流、稻田等地方，一律火化或深埋；第
十七条规定，全村所有风景林和屋前
屋后的林木，严禁砍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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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以后，金塘村农民环保促
进会成立，专门负责监督执行环保村
规民约，督促落实环保规划，调处环
保纠纷等。促进会由村里的党员担任

骨干，会长由余尚清担任。
不久前，村民李鹏飞家的鸡死

了，李鹏飞母亲随手把死鸡扔到水渠
里，这违反了村规民约的第八条。两
小时后，便有村民向环保促进会举
报。余尚清马上带人到李鹏飞家里，
让他把死鸡深埋处理。

涉及村民环境权利的事，

都要举行听证会

大家把话说在明处，纠纷

少多了，村风村容好多了

环保听证会是环保自治的集中
体现。养猪大户陈聪至今还清楚地记
得村里第一次开环保听证会的情形。

去年
$

月，陈聪要建一个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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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养猪场。按照村规民约，他的
这一投资要举行环保听证会，村民同
意，他才能建。

$

月
(+

日上午，环保听证会在村
部举行，前来围观的村民将村部围了
个水泄不通。“邻居办养猪场我们居
然能有发言权，这还是头一次啊！”村
民代表罗炳成高兴地说。

陈聪首先对生猪养殖场选址和
污染治理的情况作了说明，随后由村

民代表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后，听证
会最后决定，陈聪家的养猪场需要搬
迁，由拟定的位置搬到集中养殖区。

陈聪回忆说，当时已经花了
*

万
元在自家门口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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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
的猪舍，连一头猪都没开始喂，就说
不能建，心里确实想不通。但听证会
的决定得到了远在哈尔滨读大学的
儿子的支持。“再也不能走污染的路
子了。”儿子在电话里说。陈聪内心受

到触动，下决心拆除原有猪舍，再花
'

万元在集中养殖区建生态养猪场。
现在，一有涉及村民环境权利的

事，金塘村都要举行环保听证会。余尚
清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的纠纷有

+&8

涉及养殖污染，村干部调解起来很麻
烦，现在有了听证会，大家可以把话说
在明处，纠纷比以前少多了。

下图：去年，金塘村成立了农民环

保学校。 陈 谱摄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尚

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和扭转，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

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交织、工业及城市

污染向农村转移……严峻的农村环境形势，成为我国农

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

出了重大部署，其中的一项目标是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面对复杂的农村环境形

势，如何找到破解农村环保难题的“抓手”？本版推出连续

报道，介绍各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创新做法。

———编 者

环境漫笔

安徽合肥野生动物园每年成功繁育约
(&

只松鼠猴，今年

年初的大雪使园内不少松鼠猴遭受冻伤，但在饲养员的精心

护养下，今年出生的小松鼠猴存活了
7

只。图为两只松鼠猴妈

妈背着猴宝宝一起嬉戏。 刘兵生摄
候鸟变“留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