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26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座谈会前， 习近平于25日下午在岳阳城陵矶水
文站考察。

� � � � 4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乘船考察长江，抵达石首港。 随后，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湖南岳阳，考察位于
长江沿岸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 这是习近平走进一处巡护监测点，了解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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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码头地处长江干流河滩， 始建于

2002年。过去，这个非法砂石码头占用了660
米的长江黄金岸线，年吞吐砂石量30余万吨，
常年砂石乱堆、污水横流，给周边生态造成严
重破坏，并直接影响汛期行洪。如今，通过拆
除码头堆场、修复周边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春风拂绿，这里已莺飞草长、生机盎然，已然
没有了砂石码头的印记。

车抵码头，习总书记健步走下车来，察看
当地生态保护治理状况， 听取湖南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情况
介绍。向习总书记作汇报的，是刚刚从省环保
厅履新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王一鸥。

“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但在交谈中，
总书记那轻缓的语速、平和的语调，让人感到
很亲切、特别平易近人，自己紧张的心情一下
子也就舒缓了。”回忆起当天总书记考察时的
情景， 在环保系统工作了30多年的王一鸥仍
然激动不已。

现场， 王一鸥向总书记重点介绍了湖南
近年来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湘江
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非法码头和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等情况。他告诉总书记，为实
现“一湖清水下长江”，从2016年起，省委、省
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在洞庭湖区持续
开展沟渠塘坝清淤、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河湖
围网养殖清理、河湖沿岸垃圾清理、工业污染
源排查整治五大行动，并同步实施湿地修复、
黑臭水体治理、黑杨清退等环境整治工作。

当汇报通过集中整治， 洞庭湖的11个监
测断面水质已从2015年的3个Ⅳ类、8个Ⅴ类
全部改善为Ⅳ类时，王一鸥注意到，总书记的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在听取介绍的过程中， 总书记在洞庭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展板前驻足良久。 在仔
细端详展板内摆放的5组整治前后的对比照
后，总书记露出笑容、频频点头，感慨地说：

“过去垃圾真是乱扔啊，现在生态多好啊。”
对于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 总书记始终

关注。2011年，他来湘考察时，就勉励湖南在
湘江流域治理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几年过去， 特别是大力实施湘江保护和
治理“一号重点工程”以来，我省以郴州三十
六湾、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
娄底锡矿山等五大片区为“主战场”，共关闭
湘江流域涉重企业1100多家， 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755平方公里， 复绿矿山1500多公顷，新
增造林面积500多万亩。去年，湘江流域水质
总体为优，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占97.2%。同时，
全面推行河长制，系统推进资江、沅江、澧水
流域水污染防治。

“长江岸线湖南段一共多长？污染企业都
关掉了吗？关掉之后对原址采取了哪些措施？
总书记每个问题都问得很细很实， 一下子就
说到工作的痛点和难点。”王一鸥说，尽管考
察的时间不长，但总书记的一言一行，饱含着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自然
流露出来的家国情怀、为民情怀，令在场每一
个人都深受感动和教育， 也更加坚定了大家
保护治理好生态环境的信心和决心。

“总书记看展板，仔细；听介绍，认真；提
问题，细致。”与王一鸥有相同感受的，是当天
一同在现场的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 岳阳是
我省唯一拥有长江宝贵岸线资源的城市。刘
和生向习总书记重点介绍了长江岸线湖南段
非法砂石码头取缔和非法采砂整治情况。

刘和生向习总书记介绍说， 过去一段时

间， 岳阳市码头的经营权不少掌握在个体经
营者手中。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从去
年3月起，岳阳市联合多部门执法，历时半年
多，取缔了长江、洞庭湖、藕池河的全部39处
非法砂石码头，并进行复绿。同时对洞庭湖河
道采砂进行全面禁采，84处砂场全部关停。为
了让总书记有更直观的印象， 他掏出华龙码
头整治前后两张照片，展示给总书记看。

“图片中的杆子下面，原来都是砂石堆，
现在全部是新种的绿草。”顺着刘和生所指的
方向，总书记放眼望去。收回目光，总书记俯
身抚摸身旁的一蔸虉草， 脸上露出了会心的
微笑。

“听说有党员干部参与砂石经营，你们是
怎么处置的？”“我们两年前就开始了专项整
治，对党员干部专门涉砂进行了严厉查处，目
前一共查处了29人，其中包括4名处级领导干
部。”

回忆起当天的一个个细节、 总书记的一
句句嘱托， 刘和生豪情满怀：“岳阳全市上下
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总书记考察岳阳为重
大契机和强大动力，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和
正确政绩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坚决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奖
惩到位，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
路。”

春满长江，人鸟相依。4月26日一早，记者
再次来到君山华龙码头时， 这里早已人声鼎
沸。

随着前一天晚上习总书记赴岳阳考察的
新闻播出后， 一时间这里成了当地热门的新

“景点”。市民、游客争相在总书记到过的地方
拍照留念，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总书记来岳
阳时的点点滴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总书记
考察长江经济带建设工作， 高度重视长江和
洞庭湖生态保护和治理，是湖南发展之福、生
态保护之幸。

君山区挂口居委会居民熊刚说：“早上看
了新闻，知道习总书记来了，就特地赶过来看
看。感谢总书记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现在生态
好了、家乡美了，我们老百姓的心情也更舒畅
了。”

人群中， 岳阳市老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
何林福向记者讲述了一段难忘的往事：1997
年5月1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和
旅游等工作的习近平， 风尘仆仆考察了岳阳
楼、 君山岛景区建设。“当年作为其中一位接
待人员，总书记务实的作风、对自己的严格要
求，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
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重任———把长江、洞庭湖留给
子孙、留给未来

在华龙码头不远处的一块绿茵江滩上，
矗立着一座24平方米的小木屋， 这便是东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阁老巡护监测点。
屋内，摆放着无人机监测、卫星定位跟踪等相
关监测设备；墙壁上，整齐地挂着东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示意图、珍稀野生动物挂图、湿地修
复效果图、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
区划和巡护监测点分布图，以及珍稀小天鹅、
麋鹿、大雁等精美摄影作品。屋顶，架着几台
高倍望远镜，用来观测江豚、候鸟等野生动物
生活栖息情况。

“习总书记对湖南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
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令我们深受鼓舞。今
后我们要继续做实、做细保护和修复工作，把

洞庭湖保护区打造成长江流域一颗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明珠。”回忆起当天与总书记
在一起的情景， 省林业厅厅长胡长清的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

当天，习总书记走进这个小木屋，详细了
解洞庭湖湿地修复和候鸟、麋鹿、江豚等野生
珍稀物种种群保护情况。

洞庭湖保护区包括东洞庭、 西洞庭两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洞庭、 横岭湖两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076平方公里，占长江
中下游7省市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三分之二。通过近年来的综合治理，洞庭湖保
护区的湿地生态逐步得到恢复， 生物多样性
程度逐渐增高，生态功能更加完善。

“当我向总书记介绍湖南自我加压，洞庭
湖保护区涵盖了整个洞庭湖的天然水域，而
且是建立在人口密集区、经济聚集区时，总书
记表示这确实不容易。”胡长清介绍。

“总书记十分关心候鸟保护工作，他一边
看展图，一边详细询问了保护区内候鸟数量、
种类和迁徙规律等情况。”胡长清说，候鸟及
栖息地的保护， 正是洞庭湖整个生态功能中
最重要的一环。

去年，得益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来洞庭湖
地区越冬的候鸟有348种， 总数在22万只以
上，比2016年增加了约2万只。

通过调取监测点实时监控视频， 一群白
琵鹭还逗留在东洞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胡
长清向记者描绘起当时发生的一个小“插
曲”， “我向总书记介绍， 通常在4月初， 这
些白琵鹭就将离开洞庭湖， 迁徙到北方去
了。 总书记笑着回应我说，现在这里生态环境
好了，候鸟也依依不舍啊，愿意在这里多呆一
会儿。 总书记幽默的话语， 引起了现场一片
欢笑。”

得知洞庭湖地区生活着我国最大也是全
球最大的自然野化麋鹿种群时，习近平总书记
饶有兴致地询问：“麋鹿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
有多少头？ 它们在这里有天敌吗？ 繁殖得快
吗？”

“麋鹿是1998年发洪水时从湖北石首泅
水而来，由于洞庭湖地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水草丰茂，没有天敌，它们在这里自然繁衍得
很好，现在有4、5个种群共计182头。”胡长清
一一作答。

麋鹿“归去来兮”，正是洞庭湖保护区湿
地生态越来越好的最佳注脚。

几十公里外的华容县境内， 通过卫星定
位跟踪确定的一个麋鹿种群生活区， 一架无
人机正在高空利用摄像机悄无声息地寻觅它
们的踪迹。拍摄画面传到了小木屋，只见芦苇
萋萋，未见麋鹿灵动。习总书记询问：“可不可
以再拉近一点？”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操作下，几经寻找，终
于发现了两头正在喝水的麋鹿。 看着监控画
面，习总书记称赞道：“这麋鹿长得挺壮、挺漂
亮的。水也比较清，还能看到倒影。”

总书记的话，既是表扬，更是鞭策。
随着总书记的到来，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邹毅这两天也成了“明
星”。当天正是他在小木屋内操作电脑、为总
书记调取野生动物监控画面。

当天， 习总书记在离开小木屋前， 亲切
地走向邹毅， 并注意到他工作服左臂上的臂
章。“臂章上，绣着‘中国自然保护区’几个字，
总书记一字一句都念了出来， 并向我投来赞
许的目光。 我向总书记赠送了2套保护区的
鸟类图谱， 总书记也欣然接受了。 总书记对
生态保护如此重视， 对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如

此关心， 心里顿时感到暖暖的。” 邹毅激动
地说。

“这是双筒望远镜，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江
豚活动情况。”26日上午，在小木屋前，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师姚毅正告诉市
民观鸟看江豚，普及环保知识。他说：“洞庭湖
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和全球
麋鹿野化程度最高的保护地， 具有国际重要
意义，我们感到肩负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国家
确定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
我们洞庭湖保护区正朝着这个方向加倍努
力。”

“习总书记24日考察湖北宜昌时，我们江
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就非常期盼总书记能到岳
阳来。 那两天， 协会两支巡逻队伍加强了在
东、西洞庭湖的巡护江豚工作。”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志愿者徐沐辉说，“总书记对江豚、
候鸟、麋鹿等动物的保护工作如此重视，我们
更要日夜坚守、 不怕牺牲， 保护好这些‘国
宝’。” 他还期许， 不久的将来江豚能成为岳
阳、湖南乃至中国新的生态名片，让全世界的
人都来长江、洞庭湖看江豚！

胡长清表示， 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取得
的一点成绩， 一定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要求， 特别是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 继续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的理念， 以更高的标准、 在更大
的范围内推进自然保护区的综合整治， 提升
生态质量， 让湿地更好地发挥净水、 调蓄、
养鸟、 生物多样性基因库等生态功能， 为推
动湖南乃至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
的基础。

使命———让“一湖四水”清水
长流、岁岁安澜

水滋润了长江经济带，江河安澜、河湖健
康是流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洞庭湖多年平均削减长江上游洪峰达
30%，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蓄滞洪区；同时，其
年均近2800亿立方米的水量流入长江， 对维
持长江黄金水道和保障长江中下游用水意义
重大。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之一：“四水三口
二河”入洞庭后，在城陵矶“九水归一”通江达
海。历年来，到城陵矶了解洞庭湖和长江的水
安全问题，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被誉为洞庭湖及长江流域水情和水质
“晴雨表”的城陵矶水文站，已在洞庭湖畔屹
立了115年，见证了1954年、1998年、2017年等
多次特大洪水。25日下午4时50分许，习总书记
来到这里实地考察。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水利战线的同志，
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已记不清自己多少次来
过城陵矶了。但是他说，这次向习总书记汇报
洞庭湖流域水安全的每一个细节， 会一辈子
牢记于心。

“洞庭湖总面积262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
径流量2700多亿立方米， 占到整个长江年总
水量的四分之一； 在洞庭湖周边1.5万平方公
里的区域，有226个堤垸，3000多公里堤防，保
护人口1000万……”站在展板前，詹晓安首先
向总书记汇报了洞庭湖的概况。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难在洞庭。本着坚
持问题导向的原则， 詹晓安实事求是地向总
书记报告了这些年湖南治理洞庭湖水安全取
得的诸多成绩， 以及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高
度关注的问题。

洞庭湖之难， 主要难在江湖关系非常复
杂，且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这些年，长江上

游水库群的建设， 就给江湖关系带来了一系
列新的变化，使得水安全问题新老交织。

詹晓安清楚地记得： 当自己汇报当前洞
庭湖区内蓄滞洪区建设滞后、 垸内居住的老
百姓还没有实施有计划的搬迁时， 总书记关
切地问，“蓄滞洪区需要搬迁多少人？”听闻湖
南计划对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等三口河道
实行疏浚， 把长江和洞庭湖的江湖关系稳定
下来时，总书记若有所思、目光深邃；得知湖
南还打算连通河湖水系， 在洞庭湖六大片区
实现垸内垸外水系沟通、 垸内河网连通时，
总书记颇感兴趣地问道，“你们已经做了规划
吗？”

“去年湖南发洪水时这里水位有多高？
1998年的时候洪峰水位到了哪个位置？”一边
听取介绍，总书记多次插话询问，心里始终牵
挂着洞庭湖，牵挂着湖南。

就在此前一天， 习总书记在长江沿途考
察时已作出判断和指示：“水患仍是我们面对
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要认真研究防灾
减灾的短板是什么，要拿出战略举措。”

“总书记高度关注水安全问题，实际上是
要求我们守住以水为突出特征的长江经济带
的发展底线。 作为长江流域水患最多的省份
之一，湖南将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开拓创新， 以洞庭湖保护和水安全保障
为目的，全面提升洞庭湖水资源配置能力、水
环境承载能力和防洪减灾能力， 为全流域防
灾减灾的战略举措提供‘湖南样本’。”重温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詹晓安表态坚定。

当天，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中游局岳阳
分局局长陈建湘引导习总书记察看了水文站
水位自记仪实时读数。

“从实时水情、实测的流量数据到水文站
的历史和发展状况；从历史上洪灾情况，到三
峡运行拦蓄中小洪水、汛后蓄水发电、汛初生
态补水与城陵矶监测数据的对应关系……
总书记问得很细。”陈建湘说。

离开城陵矶水文站前， 习总书记信步走
到长江边，用望远镜凭栏远眺洞庭湖、长江。
他还向随行人员问询了洞庭湖大桥建设，以
及水利、通航、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情况。

当时，虽然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聆听，陈建
湘心头却是暖如潮涌：“总书记亲临一线实地
检查党中央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落实到位了没有，思考如
何把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向深入， 我作为一名
长江水文基层工作者， 更要在政治上、 思想
上、行动上、作风上向总书记看齐，从我做起，
与同事们一道，更加勤奋工作，更好地服务于
安澜长江、绿色长江、和谐长江、美丽长江建
设。”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
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当务
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依法从
严从快打击非法排污、 非法采砂等破坏沿岸
生态行为。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
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 一定要给子孙后
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尽管只有短短半天考察时间， 但习总书记
考察时对湖南各级干部群众的这一番殷殷嘱
托，时时回荡在大家的耳边。连日来，湖湘儿
女将习总书记来湘考察的消息、 作出的重要
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在朋友圈中刷屏，传递出
满满的正能量。

“以‘一湖四水’的清水长流、岁岁安澜，
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这是湖南的使命，湖湘儿女一定不辜负
总书记的重托。

万里长江水云阔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回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