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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道兵

从汉寿县岩汪湖镇上船， 船行20多分钟，
就来到了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边湖
监测站。这里属于西洞庭湖保护区的核心区。

“那边就是沅江，以前都是欧美黑杨，根本
看不到边。”7月17日上午，站在监测站3层小楼
楼顶，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
长李跃飞手指东南方向说。

耳边不时传来啾啾鸟鸣。举目四望，水域
开阔。洲滩上，一丛丛芦苇争先恐后地往上长，
葱葱郁郁，湖区曾经的“常客”———欧美黑杨已
难见踪影。

2017年，欧美黑杨身上的“标签”，从“造纸
原材料”变为“生态破坏者”，一场铲除欧美黑
杨的攻坚战在洞庭湖区打响。

在西洞庭湖， 这场攻坚战的战况如何？欧
美黑杨砍掉之后，湿地生态恢复得怎样，曾经
的种植者们经历了哪些变化？

湿地生态逐步修复，候鸟数量
翻了两番

欧美黑杨，源自欧美，是一种造纸经济林，
上世纪70年代为发展湖区经济而引进栽种，但
是大面积种植欧美黑杨严重影响了洞庭湖生
态系统。

“白天鹅降落，像飞机一样需要滑翔一段
距离，湖里到处都是黑杨，哪落得下。”西洞庭
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十分清楚欧美黑
杨对鸟类的影响。

经专家论证，欧美黑杨生命力强，根系发
达，有湿地“抽水机”之称，加速湿地陆地化；密
集生长，破坏了鱼类繁育场，让候鸟无处安栖；
加之有的承包者为经济利益随意改变洲滩原
貌、砍伐原生芦苇、直接排水种树，损害生态，

也影响行洪。
2017年7月，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我省意

见中要求，当年12月底前，洞庭湖湿地保护区
核心区9.05万亩欧美黑杨需彻底清理。 其中，
西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有5.1万亩。

2017年11月19日，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
核心区内的欧美黑杨， 仅用10天即全部被砍
倒；12月6日，残枝清运完毕。

“砍掉的黑杨树兜，会再发芽，反复三四
次，需要人工清理干净。”李跃飞介绍。

平时， 管理局会安排人员在保护区内巡
查，同时派出5台无人机每月在湖区内飞一次，
查看哪些地方有黑杨萌发新芽，然后安排劳力

“定点除萌”。
细看之下，湖中有一些四周高、中间略低

的“水窝子”，李跃飞告诉记者，那些是清理欧
美黑杨之后进行生态修复的地方。

为恢复湿地生态， 当地邀请北京林业大
学、省林科院的专家团队，对黑杨砍伐地进行
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哪些地方可以实现自然恢
复，哪些地方需要人工修复。

“比如，有的地方为了种植黑杨，开沟抬
垄，人为抬高地面；有的地方因为旱化，失去了
湿地功能，这些都需要人工修复。”李跃飞说，
这样的伐迹地，需要封沟育洲，就是挖出碟形
洼地，可以蓄水，待到秋冬季节，洼地里就有小
鱼小虾、螺蛳水草，可供候鸟栖息觅食。

“以前天鹅少，去年冬天，天鹅湖水域附近
来了两三千只天鹅。”4年来， 刘克欢经常带领
协会成员开船打捞湖面垃圾，湖区环境的点滴
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西洞庭湖保护区管理局观测发现，前几年
湖区遍布欧美黑杨的时候，保护区内的候鸟不
到1万只；2018年，保护区内候鸟达3万多只，其
中就有5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欧美黑杨将彻底告别，湖区百姓
期待转型新生

乘船从保护区的核心区往外围走，依次进
入缓冲区、实验区。一路上可以看到，连日降雨
带来湖水高涨， 洲滩上的欧美黑杨浸泡在水
中，目测已有齐腰深。

“缓冲区和实验区有7.1万亩欧美黑杨，按
整改要求，分3年清理，2018年清理了2.3万亩，
今明两年再分别清理2.8万亩、2万亩， 届时保
护区范围内将彻底告别欧美黑杨。” 西洞庭湖
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跃飞说，虽然
今年上半年只清理了2000亩， 但等到下半年
水落下去，砍起来很快的。

目前，西洞庭湖保护区内、涉及周边11个
乡镇的220份湿地外租合同都已解除。其中，就
包括汉寿当地最大的欧美黑杨种植户余青山。

余青山从2001年起在西洞庭湖河滩荒洲上
种植欧美黑杨，曾是远近闻名的“绿化明星”“经
济明星”。2017年底，他组织5000多名劳力，动用
数十台电锯机械，花了10天时间，带头砍光了自
己在核心区范围内种植的约2.5万亩欧美黑杨。

去年， 他又砍掉自己在缓冲区种植的1万
亩黑杨，如今还剩下实验区种植的1万亩。

虽说“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酸”，但余青山爽朗
地说：“当然还得砍，新时代的‘绿水青山’不同于
以前理解的‘绿水青山’，保护生态最重要。”

欧美黑杨砍掉了，余青山寻求转型。
汉寿是农业大县， 有着丰富的农林资源。

北京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正在与余青山成立的
公司对接，有意开展林产品精深加工，从林木
的根、茎中提取植物纤维，制成纺织材料。

当年响应号召种，如今响应号召砍。为了
保护湿地，湖区百姓种得下、砍得掉，未来也必
将“转”得了、走得好。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曾佰龙 田祥）洪水退了，他们不退。7月18日，
湘潭军分区组织近400名民兵， 在雨湖区窑湾
街道紧急集结，他们拿着铁锹、扫把，帮助当地
居民清淤，恢复灾后生产生活。

湘潭军分区司令员贺建介绍：“这次行动

主要是通过拉动集结和遂行任务，检验去年以
来湘潭市民兵调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能做到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是不是能真正
发挥平时服务、急时应急的作用。”

据了解，今年湘潭市在举全市之力，迎战
湘江200年一遇历史最高洪峰的战斗中， 全市

民兵闻汛而动， 近4000名民兵参与到抗洪救
灾中，出动冲锋舟45艘次，转移群众538人，处
置管涌险情5处。如今洪水退了，他们不退，继
续支援灾区重建。湘潭军分区政委刘新文告诉
记者，前不久的抗洪救灾是湘潭民兵调整改革
后参加的第一场“实战”，是对编组实不实、训
练实不实、教育实不实的全面检验。

将民兵拉动与抗洪救灾、灾后重建任务相
结合，是湘潭军分区探索新时代民兵转型重塑
的重要举措。来自该市岳塘区民兵应急分队的
吕磊说：“拉动点验与遂行任务相结合，训用一
致，一举两得，感觉很有意义。”

欧美黑杨砍掉之后
———西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见闻

7月17日，在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边湖水域附近，曾经遍布洲滩的欧美黑杨已砍伐清理干净，湿地生态逐步恢复。 曹娴 摄

洪水退了，他们不退
湘潭军分区将民兵拉动点验放在灾后重建现场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黄柳英 欧阳
友忠）7月18日，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
朗读者大赛走进宁远，来自城区学校的小
学生们齐声诵读7月4日《湖南日报》要闻
版文章《从红色经典中汲取奋斗的力
量》， 在琅琅读报声中涵养书香之气，培
养家国情怀。该县同时举行为期10天的
图书巡展活动， 用优秀经典作品滋润百
姓心田。

据悉，宁远是永州市第一个开展此项
朗读者活动的县区。该县十分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积极开展党报朗读进校园、全民
阅读等活动，形成读报用报、读书学习的
良好氛围，抓好学生的思政教育、道德文
化培育。活动现场还为20名品学兼优的学
生捐赠了图书。 图书巡展活动将持续到7
月27日，活动时间为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
6时，全场图书可免费阅读。

宁远：朗读党报，
从红色经典汲取力量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曹馨尹）近日，红一方面军攻打长
沙主题公园设计方案评审会在长沙召开，
评审会拟选址雨花区同升街道建设红色
主题公园，重现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波
澜岁月。

长沙是著名的革命圣城，红色基因渗
透在城市的血脉里。1930年7月至9月，红
一方面军两次攻打长沙， 是中共党史、军
史和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红一方面军总
前委指挥部旧址曾位于洞井白田铺萧家
祠堂。随着城市变迁，萧家祠堂已被征拆。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长沙市政
协委员宋俊湘2017年便向长沙市第十二

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提交《关于请求恢复红
一方面军总前委指挥部旧址的建议》提
案，他说：“省市多位党史专家认为，恢复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指挥部旧址，对正确认
识历史、弘扬党史文化，发挥红色文化引
领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鉴于损毁原址不能恢复，拟在附近以
标志碑、诗词碑、沙盘、陈列长廊等形式建
设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主题公园，公园定
位为党性教育基地和社区红色文化园地，
有关部门正结合长沙和平解放70周年、
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90周年等重要时间
节点加紧启动建设，建成后将为加强革命
传统教育起到积极作用。

纪念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长沙拟建主题公园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今天，以“产城融合·赋能湘潭”为主题的
2019小镇中国（湘潭）发展大会在湘潭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嘉宾、客商
共襄盛会、共叙情谊、共谋发展，现场共签
约项目35个，投资总额达405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包括战略合作项目
1个，商务合同项目7个，框架协议项目27
个，其中包括江韵潭州文创小镇、韶灌水
利小镇、 乌石军旅特色小镇等6个特色小
镇项目。湘潭市政府还与华为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云服务、大数据、物联
网、5G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推进湘潭市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
常务副院长、 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
所长牛凤瑞， 山水文园集团执行董事兼
CEO张晓梅， 横店集团资深副总裁殷旭，
华为中国区智慧城市首席专家聂俊宇分
别作主旨演讲。与会嘉宾围绕“特色小镇
运营之道与商业模式”“数字乡村与乡村
振兴”“特色小镇+新商业+新金融”“产城
融合·赋能城市升级” 四大板块话题开展
了圆桌对话。

大会还发布了《小镇中国白皮书
（2018-2019）》， 启动了湘潭市乡村振兴
“双创”大赛。

现场签约35个项目，总投资405亿元

小镇中国（湘潭）发展大会开幕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欧阳倩 熊其
雨）湿纸巾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废玻璃
是可回收物吗？今后，这些垃圾分类的难
题可交给智能机器人来解决。今天，长沙
市雨花区首款专门针对垃圾分类的智能
机器人入驻石燕湖景区，指导游客进行垃
圾分类投放。

石燕湖景区是深受长沙市民欢迎的
十佳旅游景区之一。近年来，随着游客剧
增，景区垃圾大增，景区垃圾分类压力巨
大。为提高垃圾分类的正确性，减小人工
分拣工作量，雨花区在长沙率先启动智能
分类试点。“机器人存储了万余种生活中

常见的物品。 游客扔垃圾前向机器人询
问，然后根据提示投放。”景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今年，雨花区将实现全区所
有公共机构全部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工作。下一步，还将持续推行“2+4”垃圾
分类模式，即：办公室设置可回收物和干
垃圾两分类投放桶； 楼层和公共区域设
置可回收物、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
四分类投放桶； 各公共机构分别与具有
专业资质的回收公司进行合作， 定点按
时收运垃圾，实现分类运输，形成分类机
制。

垃圾分类难题交给机器人
雨花区率先试水智能化垃圾分类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陈
淦璋 通讯员 刘杰）入湘一周年的浙商银
行， 助力湖南实体经济发展持续加码。浙
商银行长沙分行今天披露， 该行各项贷
款、存款余额双双突破100亿元，已批复
授信350亿元支持湘企发展。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行长刘智达介绍，
该行强化对各级重要基础项目、实体经济
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出多项创新产
品项目， 并获得湖南2018年融资创新考

评奖励。如，该行为绿色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 将绿色标准嵌入信贷调查审查环节，
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多元化投融资
产品和服务，着力实现业务发展与环境保
护齐抓并举。

浙商银行总部位于浙江杭州，已在全
国设立240多家分支机构，实现了对长三
角、环渤海、珠三角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
的有效覆盖。截至2018年末，该行总资产
达1.65万亿元。

浙商银行授信350亿元支持湘企发展
在湘各项贷款、存款余额双双突破100亿元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姜鸿丽
肖洋桂 鲁融冰 见习记者 李杰）7月18日
上午， 常德市江北城区普降暴雨，3个多
小时平均降雨约97毫米， 最大降雨点降
雨175.9毫米。 短时大暴雨造成江北城区
20多处积水，最深处积水1米左右。面对
暴雨形成的城市积水， 常德市科学应对，
各部门迅速出动，开展救助与排水。当天
傍晚，积水基本消退，居民生产生活恢复
正常。

上午10时许， 记者在柳叶大道和紫
缘路交叉路口看到， 此处积水深30多厘
米。交警及时封闭道路，冒雨指挥车辆绕
道而行。 不远处柳叶大道尼姑桥机埠旁，
住建部门紧急调配的40多人撬开井盖，
放置水泵抽水。穿紫河岸边，一台挖土机
在挖排水沟，以便将柳叶大道积水排入河
中。

这次强降雨前， 江北城区排水防涝指
挥部便根据气象预报， 提前对易积水点进
行布防。暴雨出现后，常德市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调度力量抢险，开启26个雨水机埠满
负荷运行抽水， 并调度应急抢险车辆赴积
水点架设水泵和水管进行抢排。 交警部门
出动300余名警力， 分赴积水较深路段指
挥交通。消防救援部门出动200多人，及时
转移被困群众285人。

同时，当地市民也积极开展自救。在
德国风情街地下停车场入口处， 物业和
业主联手用砂袋、 桌椅板凳和防水布来
阻挡雨水灌进停车场。 柳叶湖泰达润景
园、 恒大小区等处居民也纷纷用砂袋阻挡
雨水。

常德迅速行动
应对暴雨

及时转移被困群众285人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王颂扬 欧阳军

7月18日，因遭暴雨袭击，常德市城区不少
路段出现积水。上午9时许，一辆载有紫桥幼儿
园21名孩子的校车行驶至紫菱路与朗州路交
会处时，因发动机“呛水”熄火，停在道路中间
进退不得，车厢里响起一片哭声。

跟车女教师陈红莲赶紧拨打电话，请求消防
救援。热心市民张志辉见状，也迅速向交警部门
反映情况。等待期间，陈红莲和校车驾驶员张丽
华拿出手机播放动画片，以安抚孩子们。

9时10分许， 交警陈琨等人从附近执勤点
驱车赶来。“积水有1米多深，警车开不过去，我
们只好打赤脚下水。”陈琨说，现场还有多辆小
车被困，就连前来施救的拖车也抛锚了。事发

路段，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后，水花翻涌，十分
危险。约200米距离，交警小心翼翼前进。消防
队员随后也赶到现场。

“大家快看，是消防员和警察叔叔来救我
们了。”顺着陈红莲手指的方向，孩子们争相趴
在车窗往外望。雨中，橙色和荧光绿的身影分
外显眼。

暴雨下个不停， 积水开始往校车里灌。紧
急商议后，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水中，排成20
多米长的“人桥”，将孩子们一个个抱出来，接
力传递到安全地带。不少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
队伍，有的抱孩子，有的撑雨伞。5分钟后，被困
人员全部转移。

见孩子们浑身湿透， 临街一家商铺的业主、
退役军人宋文彬赶紧将师生们请进店里，提供纸
巾和热水，还拿出儿子的衣物给小朋友们换上。

“人桥”接力护幼童

图为消防队员与交警转移被困孩子。 陈自德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杨英 ）今天上午，长沙市天心区
妇联携手中国人寿天心支公司， 为天心
区部分街道的30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18-60周岁的女性，捐赠了一份“湘女关
爱保”保险。

今年以来，天心区积极响应我省“户
帮户 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
小康” 号召，5月初，29所学
校与通道侗族自治县31所
学校结为结对帮扶“手拉
手”学校，并成立教育教学
发展联盟，搭建教师互帮互
学平台；7月6日， 由天心区
委统战部和统战成员帮扶
的通道侗族自治县一中“同
心励志班”的51名学生来到
天心区参加夏令营， 开展
“一对一” 结对帮扶的统战

成员为孩子们捐赠第2学年学杂费、 生活
费共计12.75万元。

此次为贫困女性捐赠的“湘女关爱
保”，为特定疾病和意外伤害险，由天心区
妇联和中国人寿天心支公司各承担50%
的费用，旨在降低妇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风险。

302名贫困女性获赠“湘女关爱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