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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两型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

主

办

2016年10月11日，紫鹊界梯田首次向全球发
出“认租”号召。1000 元就可以认租一丘田，认租
者除了享有认租梯田专属冠名权，农耕亲自互动体
验之外，在认租田收割后，认租者按一定比例收获
梯田产出的有机农产品。将梯田保护与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有机结合，紫鹊界又探索出了一条精准扶
贫的新路。

认租让紫鹊界又火了一把。而与世界连通，紫
鹊界早已通过互联网闯出了更大的名头。

2018年秋天，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在
紫鹊界开场，秦人梯田的绰约风姿通过互联网新媒
体传遍神州大地。许多热爱紫鹊界的教育、文艺界
人士，用一篇篇饱含乡土风情的文字、一张张震撼
心灵的照片、一帧帧优雅灵动的视频，让紫鹊界梯

田被更多人认识。如今过去一年有几个月封山的
紫鹊界打通了与世界的联系。

山泉水养出的禾鱼、田鸭肉鲜味美，除了少部分
鲜食，或被收获正当季的游客买下山作为地道原味食
材外，紫鹊界的老百姓通过腌制腊味把山里的鲜品保
存更长时间。今天，这些腊味也成了游客争相购买的
美食。

线上线下土特产销售同步进行。在瑶人冲观
景台，虽然天冷人流量不多，但村民奉向东还是有
收获。“大半天大概销了100 多块钱的东西，绿豆、
绞股蓝、猪血丸子、干笋条原材料都是地里种的山
上养的。”

现在互联网已通到紫鹊界村每家每户，邮政、供
销社等国字号为农服务平台已延伸到家门口。省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村
里97户贫困户参加了种养合作社，办起了种养场。
工作队还与水车镇党委一起，改组了紫鹊界村党支
部，建强了村支两委。

在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共同努力下，村里大变
样，有了 200 盏太阳能路灯，有了首套屋顶光伏发
电设备。近两年来，新建公路20.4公里，基本实现
道路村村通、户户连，拓宽改直白水山门至垃圾分
拣站公路1.7 公里，新建机耕道2200 米，灌溉水渠
1200 米，排洪沟676 米。帮助50 户贫困户和住房
存在安全隐患的村民享受国家危房改造政策，资助
13户家庭进行危房改造。提质改造白水小学、龙普
教学点，为孩子们营造舒适、和谐的学习环境，让村
里和山外的世界同享基本公共服务。

2018年，紫鹊界村顺利完成整村脱贫任务。脱
贫后的紫鹊界村又迈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步伐。未
来，紫鹊界人还有更多美景可期。

““两型两型””铺就脱贫致富路铺就脱贫致富路
贺 威

雪峰中麓，奉家山系，远在秦汉时期就有

先民在此开山筑田、繁衍生息。利用砂岩土

壤地质，借竹为管引清泉润田，禾香飘荡两千

年，青山不改当年茂，紫鹊界梯田创造了世界

稻作文化之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美得让人心醉的

自然环境化作脱贫增收的利器。近年来，在

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的指导

帮扶下，新化县水车镇紫鹊界村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频共振，谱写

了一首脱贫致富新曲。

紫鹊界的冬天很静，一路上山，
青松挺立、鸟鸣山涧，山到之处树木
皆葱茏。

靠山吃山，大山无私地奉献富硒
土壤，让勤劳的人们获取丰收的果
实。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
心和乡亲们谋划了“紧扣旅游扶贫、
坚持绿色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的路
子，紫鹊界村的产业扶贫做得风生水
起，玉竹、黄精、天麻、山银花、百合、
杜仲、厚朴已经产生效益，200 亩黄
桃种植基地、400 亩茶叶基地也是一
片“绿色银行”。

既扶持又奖励，村里树立了鲜明
的产业发展导向。11 月下旬，省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驻紫鹊
界村帮扶工作队、紫鹊界村党总支、
村民委员会联合主办了第二届“水车
镇紫鹊界村2019年度贫困户农技培
训脱贫攻坚政策宣讲暨产业发展先
进典型表彰大会”。紫鹊界村邹镜明
等10名产业发展先进典型代表受到
了表彰。水车镇农技推广站高级农
艺师罗治柏还给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自愿接受技术培训的 300 余农
民兄弟做了优质农业栽培技术培训。

贯彻“两型”村庄建设理念，今
年，村里还新建 1 座 60 千瓦光伏发
电站，并且采取“合作社+贫困户+村
集体”的模式，发展了 166 亩无花果
种植主导产业基地，为部分贫困户和
村民带来了股金分红收入和土地流
转收入。另外，还启动了约300亩绞
股蓝产业基地建设。

村里的金秋梨、油茶林、石榴、黄
桃为村民稳定增收持续发力。每家
每户都有果树，还成立了经果林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与紫鹊界旅游开发公
司对接，带领村民一同闯市场。

紫鹊界村的红火带动了周围一
片。古村寨是山里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家园，修旧如旧保护老房子成了
正龙村的共识。养在深闺的正龙古
村甫一亮相就惊艳了世界，传统村落
保护示范村、美丽宜居乡村、全国最
美乡村的荣誉接踵而至。

美景就是财富。紫鹊界人尝到
了甜头。

“装点”青山，美景变财富

巧用泉水，梯田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紫鹊界探奇，鬼斧神工的灌溉系统不可不看。
此时，梯田早已收割完毕，但仍是水满田畴，梯田水
光粼粼、碧如明镜，映下了山色。“正在浸田，就是冬
天也让梯田浸水，以田保水，护坡固田。”紫鹊界旅
游公司张永松说。

冬天浸田效法古人，以前的紫鹊界梯田冬天也
是载水的，枯水的冬季让梯田保持湿润，避免砂岩
质土壤因干燥过度，在春天突遇较急的水流更容易
被冲垮。因此，冬到紫鹊界雪天看雪外，还可以赏

一块块镶嵌在山里的“明镜”。
水是农业的生命。紫鹊界梯田几乎没有灌溉

渠道，水稻却能年年丰产，秘密就在她以山坡上众
多的渗水为灌溉源头，每处小水源有一个小灌溉系
统，这个系统由土壤孔隙、岩石缝隙、微型水沟和田
块组成，使水流畅通。

古老的梯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紫鹊界人深
知古老梯田的价值，种上了附加值更高的贡米、红
米、黑米、紫米、粟类。

紫鹊界村已成立8个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动包括贫困户在内的 280 户村民发展特色水稻种
植，紫鹊贡米的品牌已深深植入游客心中。“去年村
里种了 3020 亩水稻，每亩比常规稻增收 600 元。
今年更上一层楼。”村支书罗铁平说。

已经通过省内媒体打响品牌的紫鹊贡米根本
不愁销路，不说红米、黑米、紫米、白米都销完了。

“15亩水田，每亩收水稻1200斤，产米600斤，平均
卖到4块钱一斤，一亩收入2400元。”罗铁平给贫困
户奉友雄算账，种一亩紫鹊贡米就差不多可以脱贫
了。

综合种养也发展起来了。稻花鱼、田鸭不一而
足，村民增收又添新品种。

连通世界，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

刘笑雪
湘江自南向北奔腾不息。长沙西岸，一座绿

色新城正迅速崛起。
来到湖南湘江新区，从梅溪湖畔到洋湖国家

湿地公园，从岳麓山风景区到湘江西岸风光带，
可见道路与茂林相互交织、高楼与碧水相映成
趣、汽笛与鸟鸣交相鸣奏，绘就了一幅城市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这片土地从籍籍无名到成为湖南两型社会
建设的“名片”，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其规划者与
建设者亲历了什么故事？连日来，笔者赶赴湖南
湘江新区探寻究竟。

以绿养绿，生态系统成为治污“药方”

2012年初，洋湖再生水厂即将竣工验收之
际，一场“青苔之灾”爆发了。

成团成片的青苔堵住了水厂过滤的进水口，
像蓝藻一样一团一团吐着泡沫。

“污水从路边的井盖涌出来，6个人不间断地
打捞也无济于事。”当时在水厂任负责人的长沙
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危建
新回忆，那段时间，办公室里经常传出讨论声。

“要不要动用硫酸铜，把青苔杀死？”“我认为
调整湿地水位比较靠谱。”

“不，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能要。生态
的问题，只能用生态的方法解决！”激烈的争论
中，危建新一锤定音。

查找资料、筛选方案，欣喜、失望，欣喜、又失
望……

经过千挑万选，危建新和他的团队在洋湖生
态系统里种下铜钱草——一种叶子圆圆的伞形
科植物。半个月后，青苔的生长速度明显慢了下
来。一个月后，青苔被彻底压下去了。

危机解除，洋湖再生水厂顺利竣工验收，“一
滴水”从这里开始净化之旅。

“一滴水从进入水厂到流出，大概需要40个
小时。”洋湖再生水厂总经理尹振文介绍，城市污
水进入后，首先通过一级物理处理去掉垃圾、泥
沙，然后依次经过MSBR（改良型序批式活性污
泥法）生化系统、复合人工湿地进行处理。随后，
污水被送入一个围池，连绵成片的鸢尾花、美人

蕉、菖蒲在这里恣肆生长。
这个“植物园”是洋湖再生水厂的城市污水

处理池，植物与填料、微生物搭配起来形成的生
态系统，成为治污的有效“药方”。

“这种处理方式将污水从一级B提升到一级
A标准，吨水运行成本仅约0.1元，节约运行成本
60%以上。”洋湖再生水厂副总经理左锋介绍，“重
生”后的污水一部分作为洋湖湿地公园景区补
水，一部分用于生态新城内绿化浇洒、道路清扫
和居民冲厕等城市杂用水。

2018年9月，洋湖再生水厂二期正式投产。
据介绍，二期项目规模8万吨/日，总投资2亿元，
全国首次采用“MSBR+微絮凝过滤”组合工艺，
出水水质可达到地表准IV类标准。

变废为宝，矿坑崖壁绽放转型“花朵”

正值冬日，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内，山、水、洲
三种景观和谐交融。走进长沙湘江欢乐城，流线
型的冰雪世界主体建筑“悬浮”于矿坑之上，宛若
从崖壁中生长出来的一朵花。

这里原来是坪塘老工业基地，这个面积有两
三个足球场大、最大高差近100米的采石场坑，
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繁华与阵痛。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廖文斌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坪塘是长沙建

材、化工工业基地，“三高”工业企业聚集，为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留下了十余个采石矿坑。

2008年起，长沙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对超标排放企业进行限期治理关闭。

至2010年底，污染严重的31家水泥化工企
业、10家非煤矿山企业全部完成了关停退出、搬
迁转移，一批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提质改造工程
落地。

污染问题逐步改善，坪塘还面临着现实难
题：如何处理荒废近半个世纪的大矿坑？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选择在保护、
修复工业遗址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利用。”廖文斌
告诉笔者。

2012年底，世界唯一“悬浮”于深坑之上的冰
雪主题乐园方案在这里落地。

“不规则的地形和遍布熔岩、流沙、裂隙的复
杂地质条件，让建筑施工每推进一米都异常艰
难。爆破、石碴清理、坑壁加固，每一项都是巨大
的工程。”廖文斌回忆。

来到现场，笔者看到冰雪世界主体建筑建设
已经完工。在造雪机、冷风机、地管网系统的共
同作用下，这里飘起“漫天飞雪”。

“冰雪世界预计于 2020 年年中向公众开
放。”廖文斌说，“利用下沉式矿坑具有的天然保
温效果，该项目正建造集供冷、供热、供应蒸汽为
一体的分布式能源站，建成运营后每年可节省标
煤1290吨，减排二氧化碳5085吨、二氧化硫29
吨，节能率达27.2%。”

生态融城，梅溪湖畔孕育两型“明珠”

12月的梅溪湖畔，湖水澄澈透亮，草木尚存
绿意，道路两旁的新能源充电桩储备着源源不断
的绿色动力。4360亩桃花岭中，15公里的生态
绿轴内，随处可见散步小憩的市民。

你几乎想象不到，10年前，这里只是长沙郊
外一个盛产葡萄的低洼村庄。

2008年，岳麓区被确定为长株潭“两型”社会
改革试验区核心区。2009年，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现更名为“湖南湘江新区”）全面启动梅溪湖片
区的开发和建设。

“绿色，正贯穿于梅溪湖城市建设的每一个
细节。”穿行于如画的美景中，梅溪湖投资（长沙）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文杰不时向笔者介绍这座
绿色新城生态规划的思路。

“你看，湖水中的绿植、岸边的灌木、水中的
动物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生态自净系统，3000
亩梅溪湖湖泊的水质有了保障。”

“这是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和停车场，还有
地铁、有轨电车、公交、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可选，市民低碳出行应该能成为常态。”

“目前，梅溪湖一期共有30余个这样的微生
物垃圾处理站点，一个站点日处理生活垃圾数量
约0.5吨。这种设备利用高温好氧降解技术进行
生活垃圾快速分解，剩余物还能作为绿色有机肥
料使用。”

“长郡梅溪湖中学的中央空调采用了两台一
体化直燃机和一台地源热泵机组，跟过去相比，
每年可节约运行费116万元左右呢。”

“建这些保障性住房时，我们采用透水铺砖、
植草沟、建雨水花园等措施，防止暴雨期间涨洪
水，雨水还能进行综合利用。”

……
“走上‘两型’之路的梅溪湖进入了一个良性

循环。”赵文杰说，这里环境更美了，资金、技术、
人才源源涌入，发展速度更快了，居民生活幸福
指数也更高了。

“景致更美了，北岸周边的教育、交通、商业配
套也都完善了，下一个10年，我还愿意继续在这
里生活。”在梅溪湖生活了10余年的曹静如是说。

如今，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的发展建设大
幕已启。“期待这片土地探索出绿色发展新模
式，创造新的‘梅溪奇迹’。”赵文杰满怀憧憬地
表示。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湖南湘江新区两型社会建设掠影湖南湘江新区两型社会建设掠影

村里主导产业分红现场。资料图片

紫鹊界紫鹊界““心心””田田。。姜超雄姜超雄 摄摄

洋湖再生水厂洋湖再生水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笑逐颜开的村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湘江欢乐城，12月初，已完工的冰雪世界主

体建筑悬浮于矿坑之上。 （资料图片）

紫鹊界梯田。 姜超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