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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听过市长 、县长 、局长 、班长 ，可听
过“河长”吗？ 最近，浙江省温州市为了
创新河道管理模式 ， 大力推行 “河长
制”，在每条垃圾河、黑臭河的河岸边竖
起“河长公示牌”，明确河道责任人。 4月
份，温州市600多条黑臭河和垃圾河岸边
都要陆续设起“河长公示牌”。

此前，网友“悬赏20万请环保局长下
河游泳”，温州水污染问题被频频曝光。
知耻近乎勇 ，面对网友的热议 ，积极治
污是最好的回应 ，设立 “河长制 ”，迈开
了治污的有效一步。

担任河长的多是一把手 ， 比如在
苍南县 ， 县长黄荣定为全县总河长 ，
对全县河道总负责 ； 乡镇长为一级河
长 ， 对乡镇辖区内河道负责 ； 社区主
任为二级河长 ， 负责辖区河道治理的
相关日常事宜 ； 村长为三级河长 ， 负
责河道保洁。 由行政一把手担任河长，
比环保部门负责人担任河长 ， 更有可
行性。

治污， 环保部门当然难卸其责，但

显然不只是环保部门的事， 面对一些粗
暴排污的纳税大户， 环保部门即便有心
监管也往往身不由己。 曾有环保部门的
官员感叹：“环保是什么呢？没有枪、没有
炮、只有冲锋号，只会吆喝。”这种陈述也
许不够准确，但也击中了一些现实。由县
长、乡镇长担当河长，负责河道保洁，确
实“有利于调动行政和经济资源，解决突
出问题，推进河道综合整治。 ”

不过，河长制并非新生事物，两年多
前云南昆明曾尝试过河长制，出台《河长
助理管理考核办法》。 可以看出，昆明治
污是下了决心的———“河长制”纳入了地
方法规，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河长”在河
道整治中的责任。从治理效果看，确实推
动了治污，但离公众预期尚有不小距离，
远未实现“河道净，滇池清”。

设立河长制， 更应该落实环保一票
否决制。设立了河长制，如果没有配套的
惩戒措施，或者人走政息，河长制也许就
是一种美丽而短暂的幻觉。

“河污染，找河长”，不能是响亮的口
号，更要踏实的行动。 “用实际行动和成
效让人民看到希望”，才是关键。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4月13日，来自北京、杭州、
武汉、长沙、香港等地23名阿里
巴巴环保志愿者汇聚岳阳，寻江
豚，测水质，清除非法渔具，将所
见所思通过阿里巴巴公益微博
直播， 呼吁公众共同保护洞庭
湖、长江生态环境。

今年来，阿里巴巴一直密切
关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4月
12日晚，23名志愿者一到岳阳，
顾不上吃饭，就齐聚协会与江豚
卫士交流到深夜。

13日早，志愿者下湖巡逻。 9
时许，麻拐石水域10多头江豚正
集体捕食。“洞庭江豚，我爱你！ ”
来自香港的志愿者林伟汉首次
看到江豚，高兴坏了。“我们相信
微博的力量，全力推动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江豚升一级!”来自北京
的志愿者陈艳玲当场编发微博。
短短1个小时， 志愿者发出的20
余条江豚微博被阅读10万余次。

11时许， 大家行至君山湖
洲， 发现一条长约1000米的网
围。 大家迅即动手销毁。

15时许，大家来到城陵矶三
江口。“快看，有企业正在排污！ ”
城陵矶堤岸一黄一黑2个排污
口，触目惊心；空气中弥漫着恶
臭。 志愿者迅速取水进行检测，
结 果 令 人 吃 惊 ：COD 为
400mg/L。“COD大于40mg/L就
是劣五类水。 ”来自杭州的志愿
者李子敬感慨：“多么希望洞庭
湖江豚能生活在清澈的水中
啊！ ”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邓灵杰 雷芙蓉

南岳西街桥头古井旁，天刚露
白，便响起沙沙沙的扫地声，一位
身材瘦弱的老人开始了他一天的
护井工作。他就是今年81岁的老党

员 谭 泽
贞， 街坊
邻里亲切
称 他 为
“护 井 老
人”。

近
日， 在当
地居民指
引 下 ， 记
者看到了
这口保存
完好的古
井， 它由
用水与饮
水两口并
列的小方
井 组 成 ，

井水深幽清澈，周边精心修筑的护
栏被几棵枝叶繁茂的桂花树环绕
着，显得幽静而古朴。 南岳古镇原
有东、西、南、北及正街5口古井，因
无人管理，其他4口荒废了，唯独西
街这口留存下来。“要不是谭大爷，
这口古井也早废弃了。 ”正在井边
打水的居民说，虽然现在家家通了
自来水，但大家对古井依然情有独
钟，平日烧水做饭、洗菜浆衣还是
喜欢用井水。

谭泽贞老人告诉记者，这口古
井已有500多岁“高龄”，井水甘之
如饴，冬暖夏凉。 由于古井水源充
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周围200
亩农田也由古井灌溉。特别是1998
年南岳遭遇大旱，古井为当地几千
居民解“渴”，成为“救命水”。

老人一边和记者交谈，一边打
捞着井中的小片青苔，看到有人来
打水，总不忘提醒要把舀水的器具
洗干净再用。

说起护井的原因，老人说是儿
时常见爷爷护井， 受爷爷影响，他
从小便与古井有了难以割舍的感

情。 老人现住的房子很破旧，空闲
时他喜欢坐在家门口的长椅上，因
为从那里一眼就能看到古井。 几年
前，儿子想接他去新房住，但他一
直不愿意。 老人笑着说，一天没瞧
它一眼，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因为古井， 老人一早起床，去
井边扫垃圾、捡落叶；白天每隔一
两个小时，会去“巡查”一次；夜晚
听到屋外有动静，也会从床上爬起
来出门瞧瞧。 30年来，从未间断。

“住在这里已有几十年了，吃
用都是这口井里的水，这口井就像
是自家的， 总想把井打扫得干净
些，使井水更清些。 看到有这么多
人到这里取水，心里很舒坦。 ”老人
有些感慨。

古井地势低，每下大雨，会影
响水质。 为保证水质洁净，老人每
年会定期为古井换水、消毒。 井水
出水量大， 换水工作量也很大，过
去身体硬朗时，他自己干，如今身
子骨差了， 他就动员全家人一起
干。 数十年来，古井的水一直清澈
透亮。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孙进昌）又到早稻插秧时。今天，沅
江市四季红镇阳雀洪村万亩水田示范
片里，10台水稻插秧机驶过后， 秧苗随
之齐整整地插下， 间隔匀细， 几乎无漏
插。 由于使用了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
发明的麻育秧膜，困扰机插水稻多年的
育秧难题被攻克。 今天在此召开的“麻
育秧膜在水稻机插育秧中的应用现场
观摩与评议会”上，专家们评议此举为国
际先进水平。 据悉， 对这项国内首创新
技术， 我省今年已在75个县市示范推
广。

机插水稻要成功，育秧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 在没有使用麻地膜育秧时，由
于秧苗根系不牢，容易散秧、取秧运秧不
便、 漏插率也很高。 而且秧苗遇雨天不
能机插， 秧龄长则又影响后期产量。 特
别是在早稻机插育秧环节，因秧龄期短、
季节紧、雨水频繁，严重制约早稻机插技
术的应用。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国

家支撑计划项目等资助下， 中国农科院
麻类研究所利用麻等植物纤维研制出了
麻地膜和麻纤维育苗基布， 将其剪裁成
秧盘大小制成麻育秧膜， 放在育秧盘进
行水稻机插育秧。 该所先后在湖北武汉
和赤壁、湖南沅江、浙江萧山等地开展麻
育秧膜水稻机插育秧试验与示范。 结果
表明， 麻育秧膜育秧不仅克服了长期存
在的问题，而且促进了秧苗根系生长，可
不择天气提前3至5天插秧，机插效率和
质量大大提高。同时，麻育秧膜在田里可
降解，有培肥土壤作用。 经过多地试验，
水稻亩产增幅从5%到34%不等，其中早
稻增产幅度最大。

据介绍， 相比于现有无膜水稻机插
育秧， 麻育秧膜水稻机插育秧时可酌情
减少20%至40%的育秧土用量， 秧盘量
和用种量也有降低。 麻育秧膜育秧每亩
增加用膜成本不到7元， 但可少用3至5
盘秧苗，算上减少的育秧土和种子量，再
算上省工和机插质量及效率的提高，机
插成本大幅下降。

本报讯 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第
八设计院副院长、 享受副部级医
疗待遇的离休干部魏达三同志，
因病于2013年4月12日在长沙逝
世， 享年92岁。

魏达三同志1921年9月出生
于山西省武乡县， 1938年1月参加
革命， 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83年3月离职休养。

三湘 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河污染，找“河长”?

阿里巴巴的“江豚之约”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春耕时节， 在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
乡石山脚村、 南山村， 山坡边的几丘长
满杂草的荒田里， 几台耕整机来回穿梭
地忙碌着。

“这些都是黄庆玖承包的稻田。 这
些稻田有些是高岸田， 有些是水淹田，
近年来很多都荒着没有人种。 从去年开
始， 在乡里当干部的黄庆玖从村民手里
一家一家做工作， 将这些田包了下来耕
种， 还买了很多耕种的机械， 把这片荒
田种成了高产田。” 乡政府干部何海涛
向记者介绍说。

正说着话， 黄庆玖从田里向记者走
了过来。 黄庆玖告诉记者， 去年初， 他
做为乡里主管农业的副乡长， 到村里做
春耕动员， 发现石山脚村、 南山村有不

少高岸田、 水淹田抛荒没人种。 抛荒的
原因除了自然条件不好之外， 主要是近
年来农村劳力大量外出务工， 缺少人
手。 黄庆玖了解到， 这些荒田土质不
错， 荒了实在可惜。 经过几天考虑和与
家人商量， 并征得乡里领导同意， 黄庆
玖决定一户一户从农民手里将这些荒田
承包下来耕种。

现年40出头的黄庆玖毕业于湖南
农大， 再加上在乡里工作了近20年，
非常熟悉种田的套路。 去年， 他从村民
手里租田200多亩， 并投资买下耕整
机、 收割机， 当年收获粮食40万公斤，
实现纯收入10多万元。

今年， 黄庆玖决定把种田规模继续
做大。 过年以后， 他又陆续从农户手里
租下各种稻田、 荒田等200多亩， 并辞
去了乡政府副乡长职务， 决心把他的
“种田事业” 做强做大。

副乡长辞官种荒田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刘礼芳） 眼下，长
沙的杨裕兴面馆推出寒菌面，湘潭
的餐馆新上时令菜五花肉烧雁鹅
菌，而怀化的枞菌油也正在迎来生
产旺季。

长沙的寒菌， 湘潭的雁鹅菌，
怀化的枞菌， 还有益阳的重阳菌，
郴州的铜锣菌……各地称谓虽不
同，指的都是同一美味山珍，国际
通用学名为红汁乳菇。记者今天从
省林科院获悉，经过该院专家的技
术攻关，红汁乳菇在我省已实现半
人工栽培。

长沙市岳麓区的含浦茶场内，
专门栽种了20亩马尾松，朵朵蘑菇
正破土而出。据省林科院专家谭著
明介绍，10年前， 这片基地按每亩

90株的标准， 栽下了1800株带有
红汁乳菇菌种的马尾松。 5年前全
面进入盛产期， 春秋两季产菇，平
均亩产稳定在25公斤左右，达到预
定的产量目标。

红汁乳菇为红菇目红菇科乳
菇属真菌，味道极其鲜美，主要产
在湖南、江西、安徽、贵州等南方各
省。 每到产菇季节，产地常有万人
寻觅、千人贩卖的盛况。现在，新鲜
的红汁乳菇在长沙已卖到每公斤
100元， 上等品最高售价每公斤
160元。

食用菌分为腐生性食用菌和
菌根性食用菌两大类。红汁乳菇属
于菌根性食用菌，自然风味鲜美独
特，经济价值很高。 省林科院副院
长张玉荣介绍，早在1994年，该院

即成立以谭著明为首的专家攻关
小组， 首创用马尾松作宿主植物，
在控制条件下接种培育出菌根苗，
栽培于自然土壤获得子实体，半人
工栽培喜获成功。 1998年，该院为
这项技术申请了发明专利， 并于
2002年获得批准。

近几年， 省林科院在长沙、湘
潭、怀化等地开展试验示范，一亩
带菌种的马尾松林地年产菇25公
斤左右；而相同条件下，自然生长
的马尾松林地一亩产菇不到2公
斤。 省林科院党委书记周国生称，
这一技术将大大提高红汁乳菇的
产量，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口福”；
与腐生性食用菌相比，红汁乳菇半
人工栽培，不消耗木材，而且需要
培植松树，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称谓不同 共生一“根”

美味寒菌实现半人工栽培
亩产25公斤左右，新鲜货长沙卖到每公斤100元，上等品最高售价每公斤160元

“菌根性食用菌”是一种和树木共
生的食用真菌，它和树木的根形成一种
特殊的共生体———“菌根”。 松茸、牛肝
菌、干巴菌等都是菌根性食用菌。 绝大
多数菌根性食用菌还不能人工栽培，需
依赖于森林，在自然环境下生长。

“腐生性食用菌”即从正在分解或
已经死亡的植物尸体以及无生活力的
有机体上吸收养料的食用菌。 它分为木
腐型（香菇、木耳）、土生型（羊肚菌、竹
荪）、粪草生型（草菇、双孢蘑菇）。目前进
行商业性栽培的菇类几乎都是此类菌。

■链接

志愿者正在洞庭湖上检测水质。 本报记者 徐典波 摄

老人护井魏达三同志逝世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黄春平
记者 李文峰）“在下村乡建设永久性候
鸟保护站， 在龙渣瑶族乡设立候鸟保护
点，安排落实人员，在候鸟迁徙期间24
小时值班守护。 ”近日，炎陵县政府出台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决定建
设候鸟保护站点，为过境候鸟护航。

炎陵下村乡与江西遂川县接壤的牛
头坳， 是迁徙候鸟跨越湘赣两省的必经
通道。 下村乡也是株洲市海拔最高的乡
镇， 海拔2115.2米的酃峰就在该乡田心
村。 下村乡牛头坳附近有3座高峰， 其

间形成一条不规则的峡谷， 宽约40公
里、 长约30公里， 成为候鸟迁徙天然
通道。 每年清明至谷雨， 来自东南亚及
新西兰等地的候鸟由南往北迁徙； 立秋
至霜降， 内蒙古、 西伯利亚等地的候鸟
由北往南飞。 这些南来北往的候鸟会在
牛头坳及附近群山作短暂停留， 然后乘
着山谷间强劲的气流飞越高山， 继续迁
徙。 年复一年， 由此形成我国内陆候鸟
迁徙第二大“千年鸟道”。 目前， 炎陵
候鸟保护站点选点、 设计等前期工作已
基本完成， 8月底将建成投入使用。

炎陵“千年鸟道”建候鸟保护站

麻育秧膜护秧增产
每亩增加成本不到7元，最高增产超3成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朱永华 谭
克扬）昨天，省委学习办在长沙举行“读
有所得”研讨会。 会议确定，从现在起至
10月份，面向全省开展的以“读有所得
走进梦想” 为主题的阅读征文活动正式
启动。

由省委学习办组织开展的此次阅读
征文活动，旨在紧密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 着力营造热爱学习的舆论氛
围，培育崇尚学习的价值取向，以学习之

力托起“中国梦”。活动重点面向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同时面向全社会。 参
与者可以就自己在阅读中的真实感悟撰
文，力求每篇阐述一个学以致用的独到见
解或观点 (篇幅千字左右)， 发电子邮箱
cszhuyonghua@126.com。 征文结束时，
省委学习办将组织评奖并颁发获奖荣誉
证书。省委学习办要求有关主流媒体支持
择优刊发阅读征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将
结集出版入选优秀征文。

“读有所得 走进梦想”

全省阅读征文活动启动

(紧接1版)滩头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了滩头的一张
文化名片,�目前滩头所在的隆回县,�正在
为他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而
挖掘旅游文化资源。 这无情的一拆 ,� 便
拆去了隆回文化资源的半壁江山!
� � � � 据了解， 滩头古镇原本完好地保存
着的一公里左右的老街， 老街的房屋、
老街沟渠码头下水道等市政设施， 至少
是明清时期的工程遗作， 其老街和老市
政设施的规模比某些县城的规模还大。
当时各地纸商曾在滩头来来往往， 也正
因此， 滩头古镇曾有“小南京” 的美誉。

目睹老街被拆， 随行的几名摄影记
者无不摇头叹息。 一位当地老者感慨道：
“滩头如果保护得好， 这老街的规模和风
格完全可以赛凤凰。”

滩头老街两旁是明清时期的木结构
建筑， 古香古色。 据古镇的纸业老人介
绍 :� 过去滩头街上大多数人家以开设染

纸作坊为业， 纸业繁荣昌盛时期， 这条
石板老街两旁都是形形色色的年画作坊
和染纸作坊,� 一座紧挨一座,� 楼上楼下、
前厅后屋、 大小厢房、 堂屋走廊及左邻
右舍串联相通。

滩头老街积淀着深厚的纸文化底蕴。
这里曾是民间纸的世界，老仄纸、官堆纸、
毛边纸、玉板纸、建纸、冥纸……应有尽
有，当地细韧白净的“玉板纸”在清乾隆年
间还被选为贡品； 这里曾是色彩的海洋，
红纸、黄纸、蓝纸、绿纸、黑纸、灰纸，色色
俱全；这里产有“独家”粉泥，含多种天然
营养物质， 制作出的香粉纸深受女性喜
爱；这里印制的“滩头年画”色彩鲜艳，造
型夸张，被誉为民间艺术“瑰宝”……

目前， 滩头老街的古建筑已被无情
地拆毁了好长的一段。 当记者将情况反
映到当地相关部门后， 拆老屋的行为已
被暂时制止， 但具体解决方案却迟迟未
能出台， 老街的命运仍不明朗。

菌根性食用菌
与腐生性食用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