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流域治理的重点是科
学统筹人与水的关系。流域治理对推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
逻辑关系？

欧阳雪梅：在我国辽阔国土上，
星罗棋布着无数的江与河，仅流域面
积超过 1000 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
1500 多条。所以，“治国必先治水”。
一部中华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

是水旱灾害防御史。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人与水的关系很重要。人离不开
水，但水患又是人类的心腹大患。人
类在与自然共处、共生和斗争的进程
中不断进步。和谐是共处平衡的表
现，但达成和谐需要有很多斗争。中
华民族正是在同自然灾害做斗争中
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流域治理关
键在治水思路，必须全局统筹，他提

出十六字治水方针，即“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统筹
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
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对于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从
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
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
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一部中华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水旱灾害防御史。无论是黄河、长江，还是大运河，都是
一条经济之河、生态之河、文化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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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自古以来，人类逐水
而居，文明伴水而生。有专家说，一部
世界文化史，就是一部流域文化的兴
衰史。请问，流域文化与区域文明有
怎样的因果关系？以世界几大文明的
流传兴衰为标的，文明是否可以从流
域的视角触碰到它的内在规律？

欧阳雪梅：从文化史来看，河流
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类逐水
而居，很早，流域便成了人类聚居
之地，并通过人的交流沟通，进而
产生文化和文明。世界四大文明都
发源于大江大河。古埃及的文明得
益于尼罗河；巴比伦文化即“两河
文明”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
底河；古印度得益于恒河；中国得
益于黄河、长江。古希腊虽然没有
河，但得益于爱琴海。人类文明受

地理环境影响，河流给生产生活贸
易都带来了便利，但不是决定因
素，它与这个文明的建构主体相关
度更大。

众所周知，在各大古文明中，唯
有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尼罗河依
然存在，但当代埃及与古埃及没有一
脉相承；两河流域依然存在，但叙利
亚并非当年的巴比伦；爱琴海仍然是
爱琴海，但当代希腊已无当年的古希
腊哲学文化盛况；恒河仍然是恒河，
但当代印度并不是古代印度的继承
者。只有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依然一
脉相承，黄河仍然是黄河，中华民族
依然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仍然
是中华民族文化。这是世界文化史上
独一无二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有一个

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因为天人一体、天下一家、
和而不同的智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
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
远而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华文化的基
因。总的说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最重要的
是，中国没有发生长期分裂，它始终
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由各级郡县制支
撑的统一的国家。虽然存在过不同的
民族政权，但统一的中国及其文化始
终处于主导地位，仍然是尊孔、读儒
家经典，中华民族文化始终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完整地保留并自强不息地
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可以说，没
有文化的断裂就不会发生国家的分
裂，反之，只要国家不分裂，就不会发
生文化中断，它们是相互作用的。

文明的兴衰基于多种因素，文明的肇始与河流相关，文明的延续却与这个文明的建构主体
相关度更大

湖南日报：流域文化对推动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什么样的特殊作
用？请以黄河、长江、大运河为例，谈
谈文化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欧阳雪梅：文化是反映一个地区
内涵特质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资源，是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凝
聚力和创新力的基础。就黄河、长江、
大运河本身来说，它们不仅是一条经
济之河、生态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
河。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
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主
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我认为，江河承载了“水利—物

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
层面的内容，是包含经济、政治、思
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
化。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是人
工河，大规模的漕运，跨流域商贸经
济带的形成，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
阶层的群体与当地居民杂居共处于
大运河沿线，担当了“文化使者”的形
象。因此，国家倡导建设的“大运河文
化带”，就是从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创
新保护传承利用机制等方面入手的。

这说明流域经济社会文化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同时，文化不仅为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新思维，更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
建提供文化资源和智力支持。在规划
流域高质量发展中，最亮丽的字眼是
文化和文化旅游。而文化旅游业与生
态文明成为紧密联系的两个主体，也
使“文化传承+旅游发展+生态保护”
变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相比于其
他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创意性、引领
性、低投入、低消耗的鲜明特点和优
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转型、可持
续等作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点。

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主体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两山”理论，生动又深刻地揭示了绿
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和
必然逻辑。当下，流域治理有一些怎
样的着力点？

欧阳雪梅：“两山”理论是 15 年
前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
出的。2005 年 8 月 24 日，他在《浙江
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短论中写道：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
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
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在回答
学生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说学生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说：：““我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也要金山银山。。宁宁
要绿水青山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而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我们绝不能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
一时发展一时发展。。”“”“两山两山””理论实际是关于理论实际是关于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问题的的关系问题的。。在一段时间里在一段时间里，，我国我国
一些地方以一些地方以 GDPGDP 增速为尺子衡量增速为尺子衡量
各项工作的成就各项工作的成就，，依赖物质资源消依赖物质资源消

耗、规模粗放式扩张。这虽然短期内
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但环境破坏
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人民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为了追求“金山
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以致发展
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
明建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理念，明确“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毫不动摇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
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和后劲，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
银山，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把保护和
利用统筹起来。总书记要求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体现的是大
智慧。

关于流域治理，总书记一语中
的，切中要害。他坚决纠正先污染后
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旧观念，指出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
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
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
利。他在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时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
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
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
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2019
年9月，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对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如下要
求：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
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2020年1月3日，总书记又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专题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问题。总书记的要求部署，无
疑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根
本遵循。

“两山”理论解决的，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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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欧阳雪梅，中
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
所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创新工程重大研究项目《中
华思想通史》第16卷首席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主题性创作项目
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新中国史、中国近现
代人物研究。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中，重视流域文化与流域治理一
以贯之。总书记强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
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保护
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的千秋大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
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那么，流域文化与文明的形成有怎样的
关系？流域文化对于流域治理有怎样的意
义？“两山”理论与流域治理、流域治理与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湖南
日报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阳雪梅研究员。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
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流域治理要坚持系统观念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
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强
调，“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
性认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
划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
对流域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怎样的依
循？

欧阳雪梅：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
安全边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树立了目标，指
明了方向。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
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
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
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就要求完善生态文明
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流域治理也要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
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提出“山水
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强调“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实现“十四五”发
展蓝图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绘就生态底
色。

11 月14 日，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从生态系统整
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
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问题根
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
护；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
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
方面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
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
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
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等等。这些，都
是我们建设美丽、富饶、安澜长江所必须遵
循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必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
限度内。愿湖湘“一江一湖四水”清澈
绵延后世，惠泽亿万人民

湖南日报：作为从湖南走出去的学者，
您认为以“一江一湖四水”为载体的湖湘流
域文化，有哪些显著特质？以流域治理推动
高质量发展，可以有一些怎样的抓手？

欧阳雪梅：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
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
度内，促进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全面绿色转型。湖南在 1998 年的洪涝灾害
之后，开始跟自然“和解”，政府开始实施“平
垸行洪、退田还湖”工程，对湘、资、沅、澧泥
沙淤积与废水排放进行治理，清理西洞庭欧
美黑杨，禁止洞庭湖捕捞等，成效明显。但长
期过度开发利用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河
湖的许多问题具有累积性，河湖管理保护中
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河湖生态环境形势依
然严峻。需要对标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
求尤其是生态修复要求，以“一江一湖四水”
系统联治为重点，做好全面规划，统筹抓好
长江流域江河湖库系统性保护和修复，打好
污染防治持久战、水安全保卫战，统筹推进
长江岸线治污治岸治渔，落实长江“十年禁
渔”，力求在恢复生物多样性上取得新进展。

具体抓手是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
策保障；压实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负
责制为主的河湖长制责任；同时，通过发展
文化和生态特色旅游等新业态，让原住民
在自然资源环境也能直接受益，这样让原
住民因为成为利益共同体而成为生命共同
体；并贯以屈原的求索精神，范仲淹的忧患
意识，周敦颐贯通天人的德性修养，王船山
的“实事求是”思想，曾国藩“结硬寨，打呆
仗”的实干，如此，长江“双肾”之一的洞庭
湖一定能早日恢复昔日浩淼无边的模样，
确保“一江一湖四水”清澈绵延后世，惠泽
亿万人民。

流域文化与流域治理研究是
时代的重大课题；重视流域文化、加强
流域治理，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应有
之义

湖南日报：近年来，社科理论界对于流
域治理、流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以流域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旨归的流域文化带建
设也不断提速，请问其背景是什么？

欧阳雪梅：流域治理和流域文化研究近
几年成为热点问题，有其深刻背景。

首先是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我国第
一条以文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发展战略进
入党和政府的视野，其沿线8省份也纷纷聚
焦如何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以流域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为旨归的流域文化带建设从而
按下“快进键”。

其次，聚焦流域文化加强流域治理，更
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
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此外，他先后于2016
年1月、2018年4月、2020年11月就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召开座谈会，并多次实地
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于2019
年9月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科学统筹流域的治理与发展。

第三第三，，在国家确立的京津冀协同在国家确立的京津冀协同、、长江长江
经济带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黄河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六大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中经济圈六大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中，，长江经长江经
济带和黄河流域是重点通过济带和黄河流域是重点通过““一体化一体化””系统系统
治理治理，，探索全流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新模探索全流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新模
式式，，推动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联动协推动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联动协
同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11省市省市，，
黄河流域横贯黄河流域横贯99个省区个省区，，均横跨我国东中西均横跨我国东中西
三大板块三大板块，，对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所起的对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所起的
拉动支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拉动支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正是在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背景下，，以黄河以黄河、、长江长江、、大运河三大流大运河三大流
域为主域为主，，包括淮河包括淮河、、闽江等流域文化与流域治闽江等流域文化与流域治
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推进流域治理和流推进流域治理和流
域文化整理与保护域文化整理与保护，，相关智库及研究成果不相关智库及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断涌现，，会逐步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会逐步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研究的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研究的““富矿富矿””之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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