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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看点多

改善西藏交通
高等级公路

“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平原、滇中、天山北
坡、呼包鄂榆等跨省级城市群规划，已征求相关部
门和地方意见，并将按程序上报国务院。各省负责
编制的省内城市群规划也进展顺利。城市群规划的
工作有望今年全部完成。”胡祖才近日表示。
从最新一批的城市群规划来看，相关城市群均
有不少独特之处。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例，专
家指出，创新科技、跨境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里都有着很好的体现：深圳的高新产业和制造
业优势突出，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和高端专业人才
充足；广东享有自贸区政策优势，港澳分别是国际
金融中心和中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港珠澳
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等大型基建工程将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形成“1 小时生活圈”，显著提高城
市群一体化水平。
再如关中平原城市群，发改委介绍，编制关中
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
动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机遇。以陕西为主的关中及周
边甘肃天水、山西临汾和运城、河南三门峡等地区
应抓住机遇。
对于城市群规划，业内人士指出，城市群是
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城镇化格局中具有
“纲举目张”的独特作用。在规划中，要科学划定

城市群范围，合理确定城市群及各城市的定位，
促进产业分工协作，着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突出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健全一体化发展
机制体制。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 5.2%的国土面
积集聚了 23.0%的人口，创造了 39.4%的国内生产总
值，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四大地区皆布局

协调发展是重点

城市群规划加快编制的同时，各大城市群的发
展步伐也在持续加快。当前，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
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关
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
群、辽中南城市群等都保持较快发展，对中国新型
城镇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城市群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
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
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
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
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
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
展的增长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
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的集聚效应日益
凸显，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
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京津冀、长江

“城市群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体。”全国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城镇化
非常重要的格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
展。在建立城市群的同时，应积极推进武汉、成
都、郑州等中心城市建设，加强中小城市与中心城
市的互联互通。当前，一些地区涌现出了一批产业
特色县地，宜居宜业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促进了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结合出
现了新亮点，城市生活边界性和密集度逐步提高。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的部分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
林表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群未来将是我国大部分人口与产业的承载地，
只要城市群地区不同城市和城镇之间协调了，全国
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格局就形成了。

保冬妮

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
群等发展规划均已相继落地。在此基础上，日
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又有多个
城市群规划将按程序上报国务院。今年，城市
群规划的工作有望全部完成。

为孩子选书难在哪

国家新规划一批城市群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为孩子选书？2026 名被访问的
家长中有 56%感到困难，这是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最新调查统计出的数据。全世界每年出
版大约 220 亿册图书，中国也是出版大国。据相关数据显
示，2016 年 1—11 月出版少儿图书 170 万种，比 2015 年增
长了 2 万种。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果没有挑选方法，
任何一位读者其实都是彷徨的。
为孩子选书，首先考验父母是否了解自己的孩子，
自己是否是一名合格的阅读者。家长在为孩子选书的过
程中，实际上也在检验自己的教育涵养和对孩子的关注
度。笔者在很多幼儿园、小学为家长们做过专场的阅读
分享，老师和校长们面对教育和阅读理念欠缺的家长们
很着急，希望能把他们带入家庭教育的环节。但是一些
年轻的家长认为，教育就是老师和学校的事情，他们回
家玩手机、打游戏，很少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更别说
耐着性子和孩子们游戏了。父母的榜样胜过无数教育手
册。如果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自己首先要阅
读，关注孩子。如果家长连孩子的爱好、性格、语言学
习的程度都不能准确把握，又怎么可能了解阅读和孩子
之间的关系？选书的困境也就油然而生。
我们在讲述阅读话题时，常常提到一个国家的名
字：以色列。在犹太民族的传统中，阅读与呼吸是联系
在一起的。家庭的阅读氛围，决定了孩子的阅读习惯。
做父母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陪孩子一
起长大的同时，父母也变得更加富有，这种富有是精神
和学识的富有。做父母，不应满足于获得一张给孩子生
命的许可证，也应该获得一张让孩子有权利成为精神富
有者的通行证。
此次联合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72.7%的受访者表示
需要相关部门指定参考标准，以达到为儿童选书的便
利。阅读是个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个人的精神生
活需要一个标准化的阅读书目，那将使生动的、个性
的、充满选择的儿童阅读，变成又一个教辅，又一个必
读，这样的儿童精神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
在阅读上，发展儿童的兴趣、个性的阅读和独特的
审美追求是没有固定参考标准的。父母不了解自己孩子
的特点，按标准去塞给他们阅读书目，并不能达到儿童
阅读发展的真正目的。就像穿衣、吃饭，每个父母都要
了解自己的孩子，才能让孩子们穿得漂亮、吃得美味。
阅读是儿童精神食粮的主要摄取，每个孩子都是独特而
鲜活的，他们的阅读一定是为他们精心挑选的。就如同
为他们做饭一样，只有适合他
们口味的东西，他们才会吃得
香、爱吃。
那谁了解孩子呢？唯有父
母。为孩子，父母继续成长，
选书的困惑也会迎刃而解。
（据 《光明日报》
）

11

时事点评

近年来，西藏先后投资建设林芝至
拉萨、日喀则机场至日喀则市、泽当至
贡嘎机场、拉萨环城路等 7 个一级公路项
目。目前，西藏一级以上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 613 公里，这些高等级公路的建设极
大提升西藏交通运输能力，改善西藏主
要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图为近日
拍摄的泽当至贡嘎机场高等级公路。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120 对校友新人缘定浙大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南抵昆仑山，北邻世界最大的
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曾几何时，策勒人家四壁无窗，
只敢在屋顶开天窗，以防斜向刮来的沙子破窗而入……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在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下，策
勒人向沙漠发起顽强抗争，用 30 年时间实现人进沙退。
在那片沙土地上，策勒人没有停下脚步，又种下创造美好
生活的新梦想。

“沙漠肆虐很疯狂”

近日，浙江大学“缘定浙大”校友集体婚礼在杭
州举行，120 对浙大校友新人重回母校，举行成婚仪
式，许下爱的诺言。图为一对新人正在婚礼上展示彼
此的戒指。
王 刚摄 （中新网发）

84 岁的老人图荪尼亚孜·图尔迪，家住策勒县城以西
紧邻沙漠的托帕村。
从 1956 年到 1984 年的近 30 年间，他家从托帕村以西
25 公里处不停东迁，前后搬了 4 次，“刚开始还用苇子扎
成篱笆遮挡风沙，后来就彻底放弃了……”
图荪尼亚孜·图尔迪说，打他记事起，家里就没了耕地，
靠着三四只羊、一头毛驴和十几只鸡在巴扎上换粮食为生。
耕地稀少的情况非常普遍。沙漠和戈壁将策勒县境内
的绿洲切成了 72 块碎片，而这些零碎绿洲的总面积还不
到全县面积的 3％。
上世纪 70 年代，图荪尼亚孜·图尔迪扛起坎土曼（一种
农具），和村里的其他壮劳力自发到沙漠边种树。因新栽的
树苗没有灌溉水，眼瞅着树苗一棵棵死去，倔强的图荪尼亚
孜·图尔迪在村里用木桶、葫芦灌满井水，再步行十多公里
到沙漠边浇树。这么做仍无济于事，沙漠还在一点点推进。
老人愠怒地说：“沙漠肆虐很疯狂，一年四季什么都
不给你，还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收走。”

“策勒模式”起了作用
上世纪 80 年代初，沙漠与策勒县城间最近处仅 1.5 公
里。政府先后在策勒设立 3 座治沙站，研究科学防沙治沙。

策勒人治沙记
张晓龙

何 军

周 晔

1988 年，刚从新疆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乃比江·麦提图
沙、又能增收的经济林。适宜在沙土地生长的红枣、核桃
尔荪到策勒县治沙研究实验站报到。为了治理沙漠，专业
等开始成为策勒人创富的源泉。
并不对口的他拒绝了多个工作机会。
今年 27 岁的红枣商人帕尔哈提·艾斯凯尔，2 年前还
“我恨透了沙漠。
”
乃比江·麦提图尔荪说，
他刚上大一那
是乌鲁木齐一名 IT 男。
年，
11 岁的堂妹在一场大风沙中迷路，
坠入水渠不幸遇难。
2015 年，从公司辞职的他返回家乡创业。“当时就认
沙临城下，集结策勒的科研人员正尝试搭建“多带
准两点：一、策勒产最好的红枣；二、移动电子商务兴
式”防护体系抵御风沙。
起，网购门槛大大降低。”
所谓“多带式”，指以骆驼刺为代表的草本植物带；
起初，帕尔哈提·艾斯凯尔从农民那收购红枣，再通过
以红柳为代表的灌木林带；以白杨为代表的乔木林带。
电商平台出售。虽然效益不错，但他很快发现问题，
“初级产
人们通过自然恢复、人工种植相结合的手段，在沙漠
品利润极薄，在市场上没有议价权，红枣价值远未释放。”
与绿洲争夺地盘的前沿，自里向外搭起“乔灌草”3 层生
去年，帕尔哈提·艾斯凯尔用县里的优惠政策贷款 70
态屏障。
万元，请专家、建厂房、买设备，对红枣进行精深加工。
有了科学规划，
全民种树的热情更加高涨，
乃比江·麦提图
一年时间，他和团队开发出红枣粉、红枣酱、枣夹核
尔荪更是冲在前面。
“我们 4个小伙儿在戈壁滩住了一个半月， 桃等多种高附加值产品。今年底，策勒地产红枣将第一次
白天挖坑栽苗，
晚上机井浇水，
一口气种下3000多棵树苗。
”
贴上厂里的自有品牌——“托帕”走向市场。
20 多年过去，他亲手种植的杨树、沙枣树已亭亭如盖。
“就是那沙漠边的村庄，我的枣全是托帕村民种的。”帕
与此同时，策勒西北方向 17 公里长的风沙线上，沙漠向后
尔哈提·艾斯凯尔说，朋友都嫌名字土，他却不以为然，还给
退了 3.5 公里，西北风呼啸时，县城上空的尘土减少了 80％。 “托帕”
赋予了新含义——
“农民的红枣就托给帕尔哈提吧！
”
中科院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长曾凡江说，
策勒人进沙退的
作为“90 后”，帕尔哈提·艾斯凯尔与沙漠间没有太多
局面基本形成，
人们把发挥重要作用的“多带式”
防护体系称
故事，但他听过不少人与沙漠抗争的往事。
为
“策勒模式”
，
推广到内蒙古、
宁夏等沙漠化严重地区。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红枣卖出更好的价钱，让沙
漠边的农民富起来。”帕尔哈提·艾斯凯尔说，这是他的梦
“让沙漠边的农民富起来”
想。
为把现有生态屏障变得更牢固，人们开始种植既挡风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