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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在安徽铜陵大通镇的江豚迁地保护区，张
八斤撑着木船来到水中央， 用竹竿拍打着水
面，随后直立向远处眺望，如此二三回，他指向
左手边小声对“大江奔流”采访团记者说，江豚
来了。

上午10时，是江豚每天第二次进食时间。
虽然和海豚一样都有着微笑的嘴角，江豚

却有着如弥勒佛般凸出的“额头”， 吻部也极
短，没有背鳍。它们是“优雅”的进食者，需要安
静的氛围和三类以上水质的就餐环境。

张八斤，今年57岁，家住大通镇江边，给江
豚喂食已有13年，每天4次，一天不落。

一条条鱼抛掷下去， 江豚轻巧地跃出水
面，张嘴吞下食物，一个翻身再次入水；有几条
江豚比较活泼，凑到船边，张八斤便直接将鱼
喂到江豚嘴中。

2001年，铜陵为当时活捕过来的4头江豚，
在长江支流专辟了一块1600米长的半自然夹
江水域，对江豚进行迁地保护。

随后， 安徽响应国内动物保护专家的提
议，“在注重江豚迁地保护的同时，大力加强江
豚就地保护”，在长江铜陵段，设立江豚就地保
护区。 该保护区全长58公里， 总面积31518公
顷，主要保护对象是以白鱀豚、江豚等淡水豚
为主的珍稀水生动物和沿江湿地鸟类。江豚就

地保护区与江豚迁地保护区一道，命名为铜陵
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张八斤说，在他小时候，江豚随处可见，但
到上世纪90年代江豚难见踪影，他见证了这个
“儿时伙伴”数量的衰减。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江豚， 全称为长江江
豚，江边居民习惯称其为江豚或江猪。据统计，
1991年长江江豚数量有2700多头，2006年锐
减到1400头，并以每年13.73%的速度递减。

江湖阻隔、工业污染、过度捕捞等造成江
豚栖息环境不断恶化，交通航运、水下施工、非
法捕鱼等则造成淡水豚类直接死亡。

据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显示，
江豚种群数量比大熊猫数量还少，约为1012头左
右。其中长江干流445头、鄱阳湖457头、洞庭湖
110头。江豚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受胁物
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
研室主任张西斌对此现状深感痛心，他说：“江
豚是长江淡水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动物，它的兴
衰昭示着整个长江淡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具
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不能让江豚成为第二个白
鱀豚。”

据了解，白鱀豚和江豚一样，都分布于长
江流域，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被誉为“水
中大熊猫”，这些年数量快速减少，2007年，《皇
家协会生物信笺》期刊发表报告，正式公布白

鱀豚“功能性灭绝”。
张西斌介绍，为保护江豚，近年来铜陵淡

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非法渔业行为和
拦网、围网、网箱等养殖行为被逐步清退，全面
禁渔；同时，安徽对江豚就地保护区内的船舶
航行进行限速管制，清理就地保护区周边的砂
场、码头、船厂等设施。

“长江的生态环境的确在变好。”张八斤接
过张西斌的话头说，他过去在长江上跑货船运
输时，江面上到处漂浮着垃圾，近几年明显感
觉到长江变干净了。

“我们在江边长大的人，对江豚有感情。”
几乎一辈子和江豚朝夕相处， 张八斤通过皮
肤、脾气等微小的差异，了解迁地保护区内的
每一条江豚，“江豚食欲不振了，可能是肠胃出
了毛病，要在喂的鱼里塞一点消炎药；到了夏
天，要多喂一些水分高的鱼；喂食不能‘偏心’，
要确保每头江豚都吃到同样分量的食物。”张
八斤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悉心呵护着江豚。

“在你们眼里，每一条江豚看起来都是一
样吧，我可每一条都认得呢！”他告诉记者，迁
地保护区的江豚，已经从4头繁殖到了11头，最
幼小的江豚宝宝今年5月才出生， 刚满100天，
还在粘着江豚妈妈吃奶。

张西斌介绍，目前，江豚就地保护区的江
豚数量稳定在40至50头，但守护长江中的“微
笑天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廖蔚佳 彭丽娜）五彩烟花、陶瓷博览、国
际“窑” 滚音乐节……9月25日至10月2日，
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将在“中国陶瓷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花炮之都”醴陵市举行。
今天，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新闻发布
会透露， 本届国际旅游节将推出7大主题活
动，2018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也

将同期举办，打造瓷旅融合新模式。
本届国际旅游节主题为“锦绣潇湘·神

农福地·五彩醴陵”， 将推出国际旅游节开幕
式暨“湖南瓷旅之夜”、湖南旅游推介会、“锦
绣潇湘”境内外旅行商和媒体踩线、游遍株
洲———动力株洲之旅、国际“窑”滚音乐节、中
国陶瓷谷·全球艺术家村招募、 旅游文创作
品邀请赛等7大主题活动。

“这将是一场瓷旅相融的盛会。”省旅发
委副主任郭固权表示， 本届湖南国际旅游节
与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 是对
旅游+陶瓷产业的一次积极探索， 期待碰撞
出1+1>2的效应。

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由省旅发
委、株洲市人民政府主办，株洲市旅游外事侨
务局、醴陵市人民政府承办。

�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孟姣燕 ）
禅茶表演、洞庭鱼米、巴陵戏……今天，由
省旅发委主办的湖南旅游推介会在武汉
举行， 着重推介环洞庭湖旅游板块的岳
阳、益阳、常德3市旅游资源，并推出环洞
庭湖旅游线路，邀“江城”市民赏四季洞庭
胜景。

推介会上，湖南送出旅游大礼包，既有

湖南旅游门票， 又有极具湖湘特色的旅游商
品，着重推介的环洞庭湖生态自驾游线路、洞
庭湖乡美食之旅以及四季旅游线路， 引得
到场的武汉嘉宾连连称赞。 春季采茶花香
之旅，可在东洞庭湖邂逅麋鹿，重走茶马古
道，在桃花源做一回现代陶渊明；夏季避暑
浪漫之旅， 静可在君山野生荷花世界划舟
赏荷，动可至沱龙峡挑战“全世界落差最大

的漂流”；秋季湖乡美食之旅，益阳大通湖
“湖鲜”正肥美；冬季观鸟听雪之旅，洞庭湖
观南迁候鸟，石门夹山寺品茶听雪，尽享多
娇湖南。

按照《湖南省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未来3年，湖南将建设
培育“锦绣潇湘·快乐之都”“锦绣潇湘·天下洞
庭”等五大区域旅游品牌，组建五大旅游共同
体。今年，省旅发委聚焦我国“五大城市群”（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
群），目前已走进上海、重庆、武汉3市实施旅游
精准营销，加快形成“锦绣潇湘”整体形象优
势。

南岳景区9月起
旺季门票降价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

员 文兰） 记者今天从衡阳市南岳区旅发委
获悉，省发改委关于降低南岳中心景区门票
价格的通知于今天公布。自9月22日起，南岳
中心景区旺季门票指导价格从120元/人次
降为110元/人次，淡季门票指导价格维持80
元/人次不变。

根据通知要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可
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或半票优惠； 香港、澳
门、台湾等入境游青少年，凭《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
学生证件等有效身份证明，实行同等门票价
格优惠；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凭有效
证件实行半票优惠。景区内交通运输工具价
格对上述门票优惠对象实行半价优惠。

�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宁奎 田育才
通讯员 黎国平）8月6日，省发改委公布《关
于降低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价格的批复》，
为向往张家界“三千奇峰”的海内外游客，送
上一份旅游“大礼包”。降价后的新标准将于
2018年9月22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文件显示，降价后，武陵源核心景区门
票 (包含环保车车票) 仍实行淡旺季价格收
费。 每年3月至11月为旺季，12月至次年2月
为淡季。其中，旺季普通门票降为每人次225
元(原旺季普通门票为245元)，淡季普通门票
降为每人次115元 (原淡季普通门票为136
元)，门票连续4日有效；景区年票(包含环保
车车票)价格为每人次298元，游客购票后一
年内可不限次数进入景区。 对旅行社团购、
网络提前购票的游客实行价格优惠：旺季普

通门票为每人次182元， 淡季普通门票为每
人次91元。

同时，景区还对6周岁以下或身高1.3米以
下的儿童、70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凭有效
证件实行免票； 对6周岁至18周岁未成年人、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60周
岁至70周岁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实行半票优
惠。香港、澳门、台湾等入境游青少年，凭《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或学生证件等有效身份证明，实行同等
门票价格优惠。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凭
有效证件实行半票优惠。 景区内交通运输工
具价格对上述门票优惠对象实行半价优惠。
此外， 景区不得在出售门票的同时代收保险
费， 应向自愿购买保险的游客设立单独收费
窗口。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阳程杰 彭达

8月6日，记者来到被誉为“中国黄椒
第一乡”的衡东县三樟镇采访，但见这里
田野上成片的辣椒树挂满金黄的贡椒。
辣椒地里，村民们顶着烈阳，忙着采摘辣
椒。

岭林村72岁的贫困户廖柏林告诉记
者，他家有五口人。2014年以前，经济来
源以种植4亩水稻为主，全家人均收入不
足2000元，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今
年，村里帮助他家流转2亩土地种植黄贡
椒，可产黄贡椒1500公斤，预计今年收入
18000元左右。

“小小的黄贡椒，已成为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黄金椒。” 村党总支书记康亚光
说，今年该村种植辣椒1200多亩，预计产
量900吨左右，产值超过1000万元，可带
动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113人脱贫。

说起黄贡椒， 衡东民间还有一段故
事。相传清代嘉庆年间，衡东籍状元彭浚
回家省亲， 特地从家乡带来两罐黄剁椒
呈献皇帝，嘉庆帝品尝后，称赞剁辣椒皮
薄肉厚、甜辣爽脆，顿时胃口大开，龙颜
大悦。当即颁旨把黄剁椒定为贡品，并钦
赐名“黄贡椒”。

“2014年以前，全镇黄贡椒种植面积
不足3000亩，价格偏低，每公斤黄贡椒价
格不到4元。” 2013年7月调任三樟镇党
委书记的刘春元说，当时生产规模偏小，
基本没有形成产业链条。

2014年开始， 三樟镇会同县农业局
多次赴省市农业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指导,
并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扶持贫困种植户。
该镇打造一个拥有面积100多亩的大棚
集中育苗中心，保障镇里1万亩黄贡椒种
苗的供应。

县里也高度重视， 将三樟黄贡椒作
为县“一县一特”的产业重点扶持，出台
实施方案， 对集中连片30亩以上的黄贡
椒种植户，给予财政奖补。对加工企业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 省著名商
标和名牌产品给予经济奖励。 先后引进
湖南一有味、 哈尔滨宴上臻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等10家龙头加工企业。

目前， 该县仅三樟镇黄贡椒种植面
积就达10000多亩，今年全镇预计黄贡椒
总产量达8000多吨， 年产值近2亿元。已
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
供销一条龙的产业体系， 并辐射带动石
湾、 新塘等周边5个乡镇5000多户农户，
从事种植、 加工、 销售黄贡椒产业，使
1000多户贫困户实现产业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石颂军

“盆景蔬菜既具有观赏性，成熟后又
可以食用， 并且还是一种绿色健康营养
食品， 这种盆景蔬菜已渐渐成为城镇市
民的新宠。”8月6日， 在新邵县陈家坊镇
洪庙村盆景蔬菜种植基地， 洪五种养专
业合作社董事长赵国新兴致勃勃地向记
者说道。

今年53岁的赵国新， 原是一名中巴
车司机，跑长途客运10余年。因为考虑到
跑运输风险高，2014年， 他承包村里300
亩水田，200亩做水稻杂交制种，100亩种
植优质杂交稻， 这一年获得纯收入10万
余元。 农业种植让他尝到了甜头， 尤其
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这使赵国
新吃了“定心丸”。赵国新决定引进特色
农业。

在村干部的引导和支持下， 赵国新
投入资金14万元，创办了“洪五种养专业
合作社暨盆景蔬菜种植基地”。他用了10
余亩地种上了盆景蔬菜，其种类有辣椒、
茄子、西红柿、韭菜、四季葱等10余个品
种。采用基质栽培，用草碳、珍珠岩、蛭石

3种有机质一起高温消毒发酵而成，生长
周期内使用生物防虫， 既保证了安全与
健康，也使蔬菜口感得到提升。

记者在洪庙村的生态农业科技有机
盆景蔬菜种植基地看到，2.6万盆景蔬菜
青翠欲滴。据赵国新介绍，产品深受市场
欢迎，远销邵东、邵阳、长沙、衡阳、株洲
等地。目前，一盆盆景蔬菜的价格上门收
购12元，送上门15元，预计年产值可达40
余万元。

为了提高供货能力， 赵国新不断钻
研技术方法，带领妻子、儿子、儿媳辛勤
耕耘，同时，还吸收本村赵草余、沈军成
等13户贫困户一起种植盆景蔬菜， 带领
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如今，在赵国新的帮扶下，我一家3
人能在种植基地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月在自家门口可得到6000元钱， 年收
入可达7万余元，今年家里能脱贫致富。”
村民肖东洋欣喜地告诉记者。

“大力发展村级特色产业，引进新技
术搞盆景蔬菜种植，这不仅保障了‘菜篮
子’安全，也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还能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洪庙
村党支部书记赵楚华如是说。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石科圣 莫雨凡

8月7日一大早， 益阳市资阳区茈湖
口镇新飞村村民邓芳春就来到“稻虾套
养”田里起虾、分虾。“在水稻田里养虾，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投入少、效益好。”
他说，他家在承包的40亩田里搞“稻虾套
养”，去年底摘掉了贫困帽。今年，预计亩
均可获纯利6000元以上。

新飞村并没有稻虾套养的传统 。
2015年以前， 在这个位于洞庭湖南岸的
传统农业村，村民们主要靠田里种稻、鱼
塘养鱼及打点零工谋生， 村里因患病等
原因致贫的人不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4户456人，是省级贫困村。

怎么才能加快脱贫？ 驻村扶贫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选择了近年来洞庭湖区流
行的稻虾套养。“‘稻虾套养’充分利用稻
田资源，将水稻种植、小龙虾养殖有机结
合，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农药用量，
达到小龙虾、水稻同步增产提质。”村支
书李卫东说。

村里“养殖能手”、村委会委员谢建
明先行先试，承包100亩农田搞“稻虾套
养”， 当年亩均纯利达3000元。2016年4

月，他牵头成立嘉兴种养合作社，领着贫
困户一起干，发展“稻虾套养”600多亩。
村里46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 扶贫资
金入股、 投工投劳等形式， 参与合作经
营。

“稻虾套养”好不好？因左脚残疾致
贫的村民李国勋说，2016年，他在合作社
帮助下，承包40亩农田“做实验”，每亩获
利4000余元， 比单纯种稻增收近3000
元。年过七旬的贫困村民李道波说，合作
社发展“稻虾套养”，他家将10来亩农田
租给合作社，一年能收租金6000多元；自
己在养殖基地打工，旺季时一天有180元
收入。据统计，2016年，村里加入合作社
的46户贫困户，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

去年， 村里贫困户全部加入了合作
社，“稻虾套养”发展到近3000亩，占村里
稻田总面积70%。“如今，村里‘稻虾套养’
每亩纯利在5000元以上， 管理得好的可
达万元。”谢建明介绍，今年村里还建了
2800亩高标准龙虾产业示范园、 体验观
光园，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5年， 新飞村人均纯收入不到
8000元，去年达到1.7万元，今年预计可
达2万元。 村里134户贫困户中已有85户
脱贫，今年有望整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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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江豚成为第二个白 豚”
———安徽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见闻

� � � �右图 8月7日，安徽省铜陵市淡水豚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被迁地保护的江豚。

本版照片均为黄婷婷摄

� � � � 上图 8月7日，安徽省铜陵市淡水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喂养人张八斤在给
江豚喂食。

� � � � �荨荨（上接1版）
当前，既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

期，局地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又是我省
高温少雨期和生产生活用水高峰期，局
部干旱有可能维持并发展， 防汛抗旱形
势异常复杂。

省防指要求，坚持防汛抗
旱两手抓： 持之以恒抓好台
风、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局地
强降雨的防范工作，严防旱涝
急转；在全力保障群众饮水安
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
生产、生态用水；坚持分类施
策， 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
在确保水利工程度汛安全的
前提下，加强蓄水保水；加强
各类隐患点、危险区域、水利

薄弱环节的巡查防守，以及各类渠道、管
网的巡查，严防险情发生；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全面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及时收集
掌握汛情、旱情、灾情和防汛抗旱行动情
况，加强督促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