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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和：三十年的绿色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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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泉江

个头不高、身材微胖、一头白发、腰板笔直。
第一次见到这位年过耳顺之年的老人已

是深秋时分，但老人精神矍铄，丝毫不惧寒意。
他是张运和，浏阳市农业局的一名退休干

部，也是长沙市首批两型公益宣讲员。在随身
提着的黑色尼龙布袋子里，装有各类物品：不
锈钢筷子、水杯、手帕、一本《承诺拒食野生动
物万人签名册》、若干环保宣传资料。

“我做了30多年环保志愿者，至少还要再
做10年，那时70多岁了。只要脚还能走、脑子
还能想、手指还能动，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30多年的坚持，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一名两型生活的实践者
“我们家里 30 多年来都是提菜篮子去买

菜，你看我都随身携带……”说到这里，张运和
自豪地向笔者展示他自备的环保袋、水杯和手
帕。张运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型生活践行
者，在他的带领下，家人也同样过着两型生活。

张家婆婆现在不仅带菜篮子买菜，还带上
了碗，肉和豆腐都直接装进碗里，一个塑料袋
都不用，“零塑料袋”已经成为了张运和全家的

“两型制度”之一。
节约用水也有很多招。洗菜、洗杯子的水

拖地，拖地的水冲厕所，就连热水瓶瓶底的水
都省着来洗东西。

还有更“变态”的招。“10多年前，女儿要出
嫁了，家里准备简单装修布置一下，老伴便趁
我出差，搞了一项‘重点’工程——请水电工把
厕所的冲水龙头拆了。‘强迫’上厕的人舀水冲
厕所。”张运和说。

张运和家里还热闹开展起“垃圾分类回
收”的大工程。

“家里用完的霉豆腐瓶子、酱油瓶子、玻璃
罐头……都洗得干干净净，拿给收废品的，不
要钱。”张运和说，“我从不把垃圾当作垃圾对
待，纸箱子叠得整整齐齐，就连纸箱子上面的
胶带也撕得干干净净。”

一名两型社会的捍卫者
老家在浏阳，工作也在浏阳，张运和的环保

之路也从这里开始。一次，张运和了解到一个
当地村里的塑料颗粒厂给附近农民带来了严重
的废渣、废水、废气污染，“距离400多米远，一
个学校的孩子们上课都上不成。”张运和说。他
拍下照片，第一次做成了视频，向媒体、环保部
门反映。3天后，这个违规的厂子被取缔了。

2011年，张运和加入环保组织绿色潇湘，
成为一名河流守望者。2014 年退休后，从工
作了多年的浏阳迁居到长沙，主要守望阵地也
从浏阳河转到了湘江。上至坪塘镇巴溪洲，下
至捞刀河口，张运和经常拿着一把火钳和一个
垃圾袋边走边看，重点关注河滩上有无垃圾，
有没有有害物种，河面有没有漂浮物，排污口
水质是否变差等等。

跟着张运和去巡河，走到裕湘纱厂广场段，
一位垂钓者将一个塑料袋丢出去，这一幕刚好
被张运和看到。“老弟，塑料袋莫乱丢啊!”“噢，不
好意思，我下次注意。”垂钓者很是不好意思。

“今天你劝一次，明天你说一句，大家都是

懂道理的人，环保意识自然就会提高。”张运和
说。一趟走下来，花了半个多小时。看到河道
干干净净，张运和颇感欣慰。他说：“环境问
题，只要人人关注参与，肯定会变好。”

一名两型理念的传播者
因环保而充实，因两型而快乐，这是张运

和最大的感受。为了人人能两型，张运和走出
家门发展更多的“两型会员”。

刚开始，他走进校园和社区宣讲，很多人
不理解，将他拒之门外。但他“耐得烦”“霸得
蛮”，以热情和坚持，敲开了越来越多学校和社
区的门。为了更好地宣讲，说了几十年浏阳话
的他，苦练普通话，还把浏阳山歌重新填词唱
给大家听，并编写《环保新民谣》。他说，这样
大家才听得懂、愿意听。

在他的感染下，银盆岭街道所辖社区开
会、接待都不再使用一次性纸杯，全部换成了
瓷杯子；社区的居民们也纷纷用起了菜篮子、
环保袋。“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这是张运
和最常说的一句话。

张运和有一个原则，只要是做宣讲，他坚
决不收一分钱、不吃一顿饭、不抽一根烟。
2016 年，长沙市两型办将张运和招募进了全
市首批两型公益宣讲团队，找到“组织”的他，
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要给子孙留房子、留
车子，我觉得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最应该留给
子孙后代的，应该是美好的环境。”

玩微信、刷微博……虽然是60多岁的人，
张运和对新媒体也很在行。他每天坚持用微
博、微信查阅、撰写发布环保信息，与微友讨
论，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科普工作。

一个人坚持环保一天不难，难的是坚持一
辈子。张运和坚持做环保志愿者 30 多年，迄
今累计志愿服务超过6万小时，每年都要义务
宣讲两型知识100多场。

“希望通过我的点滴行为，唤起大家的两
型意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两型、支持两型。”
这是张运和最朴素的心愿。

唐 婷

从2007年至今，湖南开启两型社会改革试
验已有12年。12年来，湖南勇担国家使命，以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为龙头，在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道路上奋力奔跑，探索了一条有别于传统
模式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在两型社会建设这场国家改革试验中，能
用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湖南乃至国家绿色发展和
两型生态建设贡献一些力量，备感光荣。”12月
下旬，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
红在接受采访时回顾自己与两型结缘的点点滴
滴。她表示，长株潭两型改革试验，为湖南乃至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了路径。

与两型结缘

2007 年12月14日，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湖南人民梦寐以
求的首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意义重大。

当时，陈晓红正在中南大学工作。消息传
来，陈晓红和同事们都很兴奋。因为早在这之
前，陈晓红就率领团队参与过长株潭产业一体
化规划的编制工作，长株潭城市群的改革发展
是她和同事们关注、追踪的研究重点之一。

那时，陈晓红牵头提出了“规划和设立长沙
大河西先导区”（现湘江新区）的设想，提出将先
导区打造为湖南产业先行先试区、长株潭产业转
型示范引领区、长沙市高新产业核心集聚区。这
是长沙探索两型改革试验迈出的第一步。

兴奋激动之余，陈晓红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是：“作为科研工作者，我能为这场国家改革试
验做些什么？”

陈晓红回忆，长株潭两型试验区获批后，当
务之急是组建专门的工作机构统筹、协调两型
改革试验工作。省里成立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
设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由省委书记担
任顾问，省长担任主任，下设办公室。“在确定省
两型办班子人选时，省委、省政府领导考虑需要
一个专家型的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欣然
接受。”

在长株潭之前，国家已经批复了几个国家
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侧重各有不同，上海浦
东综改区着重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
改革，天津滨海新区探索的是新的城市发展模
式，成渝综改区的主题是城乡统筹发展，而长株
潭城市群是我国第一个以两型为主题的改革试
验区。其时，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老工业基
地和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群，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阶段，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比较突出，加快发展与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任务并重，在全国极具典
型性和代表性。国家赋予长株潭城市群这一重
大改革任务，正是希望湖南先行先试，探索出一
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新路、一条有别
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我长期在高校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有这么
好的机会亲身参与一场宏大的国家试验任务，
有这么好的机会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完美结
合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的呢？”陈晓

红感慨地说。
按照组织安排，2009 年 1 月，陈晓红从中

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转任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
任，此后又任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启了一段人生新旅程。

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
两型改革经验

两型社会建设最大的动力是改革创新。改
革是试验区的根和魂。陈晓红介绍，从2010年
开始，试验区陆续部署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工
业准入退出提升机制、两型金融财税制度、排污
权交易制度、大气污染防治体制、生态补偿机
制、湘江流域综合治理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和合
同环境服务、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机制以及绿色
发展评价体系等十大类别的改革创新，先后实
施了100多项原创性改革，不少改革走在了全
国前列，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在抓好改革重头戏的同时，试验区高度重
视标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基础
性、引领性作用。围绕“什么是两型”“怎么建两
型”，先后出台70多项标准、规范、指南，通过标
准把两型具象化，通过两型认证有效引导社会
把标准落地。依托两型产业标准，构建了两型
产业准入、退出、提升机制，促进了产业的绿色
化转型。编制两型产品标准，在全国率先开展
政府两型采购，促进了财政的绿色化转型。

两型改革试验是宏大的国家命题，也是与
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民生命题。陈晓红曾经算
过一笔账：如果每辆机动车平均每天少开 1 公
里，以 2013 年全省机动车保有量 873 万辆计
算，一年可以节油 35051 万升，折合标煤约 42
万吨；可以减排二氧化碳95万多吨，相当于每
年新造林40多万亩。如果每个家庭1天节约1
度电，全省 1 天可省下 2000 万度电，相当于一
座10兆瓦光伏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一年可以减
排约728 万吨二氧化碳和大量废气、粉尘。为
了激发每一个人参与两型、建设两型的积极性，
试验区在全国首创性地提出并开展两型示范创
建活动，将两型标准化、具体化、普及化，推动两
型进社区、进园区、进厂区、进校区、进办公区，
将每一个社会“细胞”动员了起来，把绿色发展

理念变成了全社会的行动，处处皆两型，人人可
两型，两型文化融入了千家万户，绿色消费、两
型生活成为了湖南人的新时尚。

回望试验区这些年的改革探索，陈晓红感
慨万千，“非常艰辛不易，从高层领导到有关部
门，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了一个个改
革方案的出台，为了一项项两型标准的制定，我
们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总感觉有一种责任
在激励着我们，有一种使命在呼唤着我们。”

2011 年 3 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指出：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你们抓得早，抓
得主动，抓出了效果，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希望继续探索，为全国提供借鉴和经验。”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陈晓红认为，
这是中央对湖南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两型人”
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鼓舞。

将科研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紧密结合

2014年9月，陈晓红出任湖南商学院（现更
名为湖南工商大学）校长，离开耕耘了5年的两
型岗位，再一次回到高校工作。从理论研究到
实践探索，再一次回归理论研究，陈晓红与“两
型”的缘分并未减淡，反而更深了。

这些年来，陈晓红先后提出了“建设长株潭
创新型城市群”“长株潭服务体系一体化”“生态
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构建‘两型社
会’标准体系”“建立PM2.5排污收费制度”“深入
推进生态城镇化战略”等有关决策咨询报告和政
策建议，被国家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在重大规
划编制、政策制定中采纳，发挥了决策支持作用。

2012 年起，陈晓红牵头组建“两型社会与

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组建由高校、企业、政
府共同参与的大团队进行协同创新、联合攻关，
出了不少成果，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智力支持，围绕“两型”撰写了《两型工程管
理》《“两型社会”建设标准及指标体系研究》《金
属矿产资源高效绿色开发工程管理》《“两型社
会”建设评价理论与实践》等系列专著，在全国
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两型
社会”建设评价理论与实践》获得了教育部人文
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8年全国两会，陈晓红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提出了“制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完善垃圾分类处置收费制度”等的提案，建议
国家在长株潭两型标准体系经验的基础上，制
订和实施可量化、可具象、可考核、可复制的生
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构建以低投入、低消耗、
低排放、高效率为重点的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标
准体系，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建设美丽乡村
为重点的生态文明城乡建设标准体系，以推进
创新创业为重点的生态文明科技创新标准体系
以注重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优化各
事业单位为重点的生态文明公共服务标准体
系，从而带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助推美丽中国梦早日实现。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始终坚信搞科研应该
需求导向、‘顶天立地’，将科研与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紧密结合，解决发展中的难点与痛点。在两
型社会建设这场国家改革试验中，我能用自己的
科学研究为湖南乃至国家绿色发展和两型生态
建设贡献一些力量，这种成就感远大于任何荣
誉。”陈晓红说，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
进，相信“敢为人先”的湖南人一定能创造出更多
经验做法，为全国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两型改革试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了路径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

花园。 林小溪 摄

立体停车楼。 田 超 摄坐上磁浮列车。 田 超 摄

七彩虹桥贯星城。 黎加林 摄两型骑行。 田超 摄

张运和在作公益讲座。（张运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