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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 百姓富
韩 文
绿水青山是生命的象征、大自
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
然的底色，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作用。
人民福祉的向往。
方案要求，通过实施重大生态
关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
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浙江工
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
作期间赴安吉县考察，首次提出了
式等，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创
人口的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扶
造性的科学论断。此后十余年，这
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
一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使贫困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口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
念是新的财富观，这一理念的本质
惠，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
内 涵 就 是 让 生 态 要 素 成 为 生 产 要 “双赢”。
素，生态优势成为发展优势，生态
如今，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打赢
财富成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
脱贫攻坚战的时代背景下，“生态
2018 年 1 月，为贯彻落实 《中
美”与“百姓富”正在同频共振。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众所周知，我国 60%以上的贫
的决定》 与 《“十三五”脱贫攻坚
困人口集中在山区、沙区，这给
规划》 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发展林业创造了条件。在我国东部
务院扶贫办等六部委共同制定了
生态资源具有明显优势的地区，贫
《生 态 扶 贫
困农民依托绿水青山，除了发展木
工 作 方
材培育、木材加工等传统产业，林
案 》， 旨 在
下经济、经济林果，休闲观光等特
新时代新步伐
充分发挥生
色富民产业已蔚然成风。在“中国

杉木之乡”福建省顺昌县，受益于
境内高达 80%的森林覆盖率，该县
开办了全国首家“森林资源生态银
行”，并上线了首款碳汇扶贫产品。
一道道绿色屏障，一条条致富
通衢。在中西部生态脆弱区，众多
贫困人口积极参与退耕还林还草、
三江源生态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
等生态工程建设，通过劳务报酬、
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管护就业以及
发展特色种养业等多种途径实现了
稳定增收。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林业产
业总产值达到 7.33 万亿元，林业主
要 产 业 带 动 就 业 稳 定 在 5200 多 万
人，其中森林旅游人数突破 16 亿人
次 ， 社 会 综 合 产 值 达 到 1.5 万 亿
元。巨大的生态效益已成为贫困人
口脱贫奔小康的重要依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亿万人民
福祉、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要建设

游仁者之里 赏东篱黄花。图为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仁里三增村菊花旅游文化艺术节。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
生活的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每天清晨，黑龙江省望奎县的生态护林员杨全就开始巡逻看
护一片百来亩大的天然林。杨全原来是村子里有名的贫困户，自
从得到生态护林员工作后，逐渐摆脱了贫困。在全国，越来越多
的贫困村民成为生态护林员。据统计，截至去年 11 月，以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全国已累计选聘 50 多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带动 180 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目前，生态扶贫的“大树”已在神州大地开枝散叶：许多地
方以“生态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惠民”为主线，在生态建设、退
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生态护林员聘用等方面向贫困村、贫困
户倾斜，探索出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生态
扶贫新路子，真正实现了“养好一方水土，养好一方人”。

张靖雯

生 态 扶 贫 ：： 养 好 水 土 养 好 人

生态产业开辟致富路
生态资源为脱贫提供了机会，资源变资产则需
要产业的助力。发展生态产业不仅能增加收入，还
可以拓宽就业渠道。央企扶贫基金与亿利集团开展
西藏生态产业扶贫工作，实施高寒冷高海拔高科技
苗圃和防沙护江产业扶贫项目，截至去年，该项目
完成生态修复、防沙护江、甘草和果林种植等工作
后，通过土地流转、生产资源购买、提供就业、培
训等方式解决 1000 余人的就业问题。据报道，亿利
生态通过“公司+农户”、“企业+基地”的方式，采
取“种苗供应到户、技术服务到户、产品回收到
户”的“三到户”模式，半野生化种植了 132 万亩
甘草，先后带领 5500 多人走上致富之路。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业是发展生态产业的主
要内容，我国多地林区挖掘林下产业潜力，积极引
导贫困户利用林间空地、森林边缘地带发展林药、

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积极探索和落实把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方法路径，让自
然、生态财富源源不断带来社会财
富与经济财富。

眉山翠竹

生态恢复与脱贫并进
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通常是相伴相生
的，在我国，14 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据相关
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环境较差的区域，
呈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地
区。这些地区大多远离经济中心，有的地方为发展
经济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既要恢复生态，又要解决贫困。在山东泗水县
圣水峪镇后等齐村，曾有 1000 多亩的废弃矿坑，百
余家选矿厂随意开采矿铁资源，水土流失严重。当
地运用矿山固废“吃干榨净、百分百利用”的循环
经济新理念，把随处遗弃和堆放的废石、尾矿等工
业固废，经过加工后，变成了高质量的砂石骨料；
将堆满乱石的山坡经过平整治理，种上植被和花
果；过去尾矿库内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经过治理
后，变得清澈见底，如今成了候鸟等多种动物的栖息
地。就地取材变废为宝，生态修复加上固废资源综合
利用，使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丰收。当地开展治理
工作以来，累计完成土地修复已有 1300 余亩。通过合
理利用生态资源，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
优势，现在圣水峪镇后等齐村已实现脱贫。
贵州黔西南、黔南等处于喀斯特地貌的地区，有
的地表荒凉岩石裸露。当地利用石头上自然形成的
石缝种植石斛，种石斛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种植铁皮
石斛让荒山变成了青山，当地百姓也增加了收入。

生态环境的需要。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形势依
然严峻，如何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让“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和谐共生，最根本的是走

惊艳世园会
杨 波
竹海飞舞 李永光摄

田园骑行

李成国摄

林菌、林禽等林下经济，将林下资源变成果园、蔬
菜基地，促进贫困户增收。除此以外，许多地方都
在增加护林员、草管员，生态扶贫进入新阶段。国
务院要求到 2020 年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中新增
选聘生态护林员、草管员 40 万。河北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认真落实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
员选聘工作，直接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选聘为生
态护林员。围场县还组织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
态护林员专项选聘工作，贫困人口通过选聘成为生
态护林员，实现了“在家门口脱贫”。
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许多贫困区域大力发展
旅游产业。岚皋县是陕西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有林地 1533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8.6%，林区作
为生态建设的主战场，贫困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精
心打造旅游产业，先后创建了国家 4A 级景区南宫
山、国家 3A 级景区千层河、岚河漂流、神河源、蜡
烛山五大景区，旅游业带动了 2000 多人实现脱贫。

本版部分图片由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摄影协会提供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大文豪苏东
坡一生写竹、食竹、画竹，以竹为伴。如今，
四川眉山，苏东坡的故乡，一座西南地区的历
史文化名城，正以竹子为桥梁，吸引着全世界
的目光。
在日前由中国政府主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上，眉山翠竹首次亮相世园会的国际竹藤园。
国际竹藤园由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设计，
展馆空间精心隐藏于竹拱撑起的绿色花园之
下，花园绿地沿拱脚向屋顶蔓延，渐渐消隐，
建筑、竹构、竹景观浑然一体，在大地上形成
一个灵动的明眸，被誉为世园会的“竹之眼”。
据竹结构设计师邵长专介绍，展馆主体部分采
用 5000 多根楠竹建成，单拱的跨度达到了 32
米，是中国目前最大跨度的竹结构场馆。
眉山元素的充分运用是国际竹藤园最大的
亮色。此次世园会，眉山携手国际竹藤组织，
围绕“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主题，生动展示
竹藤在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生活品质中的独特
作用和重要意义。国际竹藤园展示的来自全世
界的 3000 多个竹藤产品，如竹灯笼、竹编画、
瓷胎竹编、竹纸等，其中，70%以上来自眉山。
四川是中国竹资源大省，眉山是四川竹资
源分布重点地区。全市有森林面积 450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49.49%，从海拔 2830 米的瓦屋山
到青衣江、岷江两岸分布竹类 100 余种，竹林
上图：丰收了 马大帅摄
面积达 108 万亩，可年产量竹材 60 万吨、竹笋 10
左下图：美丽乡村 吴绍龙摄
万吨。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优越的竹类自然生
态环境，被列入国家大熊猫公园规划范围。
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战略合作伙伴部主任朱于坚表示，选择眉山作为合作伙伴，
是基于眉山市主动通过竹产业展现开放新姿态、走向国际舞台的积极态势。
在眉山，翠竹不仅扮靓生活环境，还成为百姓致富的法宝：一根根慈竹经过压
制、干燥等处理程序后，就变成了强度和玻璃钢一样的高性能材料——竹钢。竹钢，
不仅可以用作建筑结构，还可用在户外地板、室内门窗等领域，使用寿命可达 50 年。
眉山“竹钢”先后承建了北京文创产业园“北京坊”、世园会“百果园”、呼和浩特
“昭君博物馆”等多个国内重大项目，在环保建筑领域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竹藤馆内，展出了包括 《清明上河图》 等国际精品在内的系列竹编。眉山的竹，
“筒长节稀、质地柔韧”；眉山人的手，“精巧能干、创意满满”。青神先民栽竹、用
竹，已有 5000 多年历史，2008 年青神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竹编史上的奇迹，艺术中的艺术”，其平面竹编和立体
竹编是四川省地方标准。
青神竹编选用特有的单竹制成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竹丝，编织成巧夺天工的艺
术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竹编史上的奇迹，艺术中的艺术”，与丝绸、
蜀绣，并称“蜀中三宝”，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平面竹编、立体竹编、瓷胎
竹编等 25 类 3000 多品种产品体系，产品远销欧、美、韩、日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竹藤馆内，展出了特殊工艺制成的“竹纸”。眉山人将竹子的价值发挥到了极
致，开创了国内本色生活用纸品牌——斑布，并通过了国外的食品级检测。据最新数
据，眉山“竹纸”的产能已超 20 万吨，“斑布”本色健康生活用纸领跑中国市场，市
场占有率达 20%以上。
竹林是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线，眉山通过竹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提供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带动了乡村群众就业创业、脱贫致富。近年来，举办全国竹
编扶贫培训班 20 余期，带动 20 多个省市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精准脱贫。2005
年以来，对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学员开展培训，培训了巴西、厄瓜多尔、埃塞俄比
亚、加纳、柬埔寨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竹藤从业人员等 5000 余人。
眉山，已形成了“竹编、竹纸、竹钢”为主的竹产业体系，2018 年，竹产业综合
产值达到 60 亿元，竹农的竹业人均收入超过 1000 元。眉山正在建成以竹编、竹建
筑、竹会展、竹研发、竹培训为特色的国际竹产业文化创意及融合发展先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