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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
钟灵毓秀地，山水幸福城。
这里自古历史文化厚重，人文气息鼎盛，杰

出人才辈出，是千年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
这里自然环境优美，生态资源富集，瓦屋山

巍峨雄壮，立于西南，岷江奔腾澎湃，汇入长江。
初冬时节，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

作协社会联络部主办，中国环境报社、四川省生
态环境厅、四川省作家协会承办的“大地文心”生
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走进四川省眉山市。采风
团围绕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一创作主题，
感受千年古韵，行走诗意山水，聚焦攻坚一线，把
脉绿色发展，深入了解眉山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走绿

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努力与实践。
五天时间里，作家们不辞辛劳，在东坡区调

研东坡湖治理及修复情况，拜谒三苏祠，领略千
年文豪由内而外的自然生态观；在幸福丹棱，他
们造访果园基地，了解丹橙富农兴农之路，穿行
幸福古村，探寻美丽乡村的幸福密码；在大美洪
雅，他们驻足柳江古镇，感知非遗村落活化样态，
寻道瓦屋山，感受生物多样之美，观察督察整改
变化；在老区青神，他们行走青神竹海，感受竹编
艺术之乡魅力，深入斑布产业园和竹编博物馆，
交流竹文化和竹产业发展……

眉山是怎样的所在？在这片嗅得到历史人文
浓重气息、触得到绿色发展脉动的土地上，作家们
的脚步既是诗意浪漫的，又是理性思辨的。

采风路上，作家们关注青山绿水，诗意栖居，更关心成绩得来
背后生态环保工作的细节点滴。

徐刚 24 年前曾到访过洪雅瓦屋山，并写下《林中路——致瓦
屋山》。在他深情的文章描述中，四季分明的瓦屋山可“春看杜鹃，
夏观飞瀑，秋赏红叶，冬睹冰雪”，是造物主在北纬 30°精心装帧
的一部自然传奇。

然而，徐刚不知道的是，满目“绿浪接天好林海”的瓦屋山，也
曾一度伤痕累累。为追求经济发展，保护区内曾存在 30 家水电
站、14 家矿山。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瓦屋山自然保护区
存在违法违规开发水电及矿产等问题。瓦屋山因之迎来转变，开
启问题整改之路——保护区内，30 家水电站被全面关停；14 家矿
山、52 个矿硐的生产生活设备设施全部拆除；数百亩生态植被得
到恢复……

高原湖畔，鸳鸯跻身作家镜头里的 C 位；瓦屋山顶，小松鼠与
采风团不期而遇。

作家们禁不住感叹：良好的生态环境，得之不易，失之瞬间。
“瓦屋山美回来了。”作家沈荣均说。
同样，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一线，企业会做出怎样的行为？作家

们也十分关注。
洪雅县青衣江元明粉有限公司给了作家们答案。这是一家年

产元明粉 100 万吨，年产值 5 亿元，利税 3000 万元的大企业。自建
厂以来，因燃煤问题造成的环境污染，屡次引发周边农户上访。
2016 年，公司启动厂址迁建。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采用原生产
工艺迁建，投资少、风险小；二是引入先进的机械热压缩蒸发技术，
拆除燃煤发电设备，这在当时投资大、风险高，但于环境更有利。

公司选择了后者，并为此多付出了约 1 亿元搬迁成本。然而，
这个决定也让企业后来的燃煤使用量和颗粒物排放等都大大减
少，单位产品能耗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郭雪波对此十分感慨，他不停追问企业董事长余建兵，你们的
工艺究竟是什么样的？投入多少，获利多少？郭雪波说，好经验值
得向更多地方推广。

而这一次次深入现场的走访，一次次直击要害的问询，也让作
家们深深感受到，蓝天碧水背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及全社会付
出的努力与奉献。

孟繁华先生在《梦幻与宿命》中写道：“乡村作为人
类诞生的摇篮，便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
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的象征——大城市之后，人们与
乡村仍然有着不能拆散的精神联系……”

乡村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此次采风活动，作家
们十分关注眉山各地的美丽乡村建设，关注乡村振兴过
程中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户增产增收。

采风第三天，作家们来到地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
丹棱县，了解当地农业园如何实现转型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的发展历程。同时，走访幸福古村，感受传统古村
落的独特魅力。

绿意蔓延山坡，果实挂满枝头。彩色的道路两旁，
一座座精美的洋房掩映其中。这就是丹棱打造的五大
农业园区之一——丹橙现代农业园区。县农业农村局
党组书记、局长叶晓梅一边指着向远方蔓延开去的现代
化果园，一面介绍着丹棱柑橘产业发展的理念与思路。

“丹棱种植柑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
西汉时期。”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丹棱县委县政府就开始在全县
推进以柑橘为主导的特色农业。”

“其实，丹棱很多果园的前身是荒山荒坡，土壤比较
贫瘠，为了种好柑橘，我们对土地进行提质改造，加大对
环境的治理，减少农药的使用，并将园区内畜禽养殖场
的粪便发酵之后用于还田。”

一张蓝图绘到底。最终，通过引进柑橘试种、淘汰
老品种、低效益品种，学习国内外先进果蔬种植加工技
术，丹棱探索形成一条完整的农产品产业链。爱媛 38
号、不知火、春见、大雅柑等柑橘品种成功敲开 30 多个
省、市、自治区的大门，并远销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或
地区。

“当地果农收入如何？”作家们关心地问。
叶晓梅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们测算过，丹棱每亩果

树的收益平均在两万元左右，而且集中劳动只有 3-4 个
月，农民大部分时间都自由可支配。”“在其他地方，可能
是富县不富农，在我们丹棱，是富农不富县。”“其他各地
受欢迎的可能是‘富二代’‘创二代’，在我们丹棱，最受
欢迎的是‘果二代’。”

作家郭雪波对此十分感慨。“‘我是一个幸福的农
民。’嫁人就嫁‘果二代’。这不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最佳注脚吗？山是老百姓的金山，树是老百姓
的摇钱树。在丹棱，农民又怎会不关爱自己的家园、爱
护周边的环境？”

作家团还来到始建于明代的幸福古村。全国人大
代表、齐乐镇龙鹄村党委书记罗朝运，在幸福古村的盐
铁古道上等待着采风团的到来。

他是著名的“一元书记”，开创了村民选出保洁承包
人，承包费由村民每人每月缴纳一元钱建立村保洁金
库，不足部分由村集体经济补贴的机制，激发了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有效破解了当地生活垃圾处理投入难、群
众参与难、减量难、监督难、常态保持难的问题。

“垃圾治理了，环境变美了，村民才能安居。”罗朝运
说，同时，也必须让村民富起来，集体强起来，保持改善
人居环境的不懈动力。

结合龙鹄村气候、土壤、光照条件，罗朝运和村两委
逐渐厘清了发展思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特色种
植业，走农旅融合发展。2019 年，“桔橙小镇”及龙鹄山
度假公园项目落地龙鹄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万元。

听着罗红运的介绍，作家华静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
录着，“这是多么鲜活的基层声音。”

走进攻坚一线 感受绿色脉动
——“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眉山行侧记

风雅眉山，离不开“东坡”二字。
采风团初到眉山，便来到东坡城市湿地公园考察调研。作

为岷江古道，湿地公园曾是城市内湖河道，一度又脏又臭。
“城市的文明程度不是偶然得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教训、有代价。”作家李青
松说。

为了还绿于民，给全市人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场所，眉山市
委市政府痛定思痛，以前所未有的治污力度和决心，启动东坡湖
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使其成为眉山市的“生态绿心”，以及最亮
丽的城市名片。

尤为难得的是，面对这块面积 3500 亩，位于市区最好地段
的湿地公园，眉山市委市政府主动砍掉房地产这棵“摇钱树”，不
仅放弃了 40 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还陆续投入资金进行生态
建设。

如今的东坡湖，两岸交相辉映，湖面碧波荡漾。前来休闲的
市民络绎不绝，他们有的锻炼身体，有的练习舞蹈，有的放声高歌，
还有的单纯就为坐在竹子制成的板凳上，享受初冬惬意的时光。

作家徐刚感叹：“在城市建设中，政府舍去近 40 亿收益，这
是何等魄力、又是何等远见。”作家叶梅表示：“这就是好生态给
老百姓带来的幸福感。”

东坡湿地公园只是眉山厚植绿色发展理念，建设幸福宜居
城市的一个缩影。当地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作家团，近年来，眉山
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累计
投入 120 多亿元，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如今，“眉山清”
成为标配，“眉山蓝”成为常态，“眉山绿”成为底色，公众的幸福
感逐年提升，绿色俨然成为眉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

无独有偶。“东坡初恋地”、国际竹艺城——青神县，也立足
当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奋力走出了一条依托竹产业，走绿色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在这里，作家们先后走访了斑布产业园、中国竹艺城以及德
恩精工有限公司等地，深刻感受到了总书记视察四川时指出的

“四川要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
风景线”，正在青神一一实现着。

在斑布产业园，以绿色洁净竹本色生活用纸闻名的著名纸
业品牌“斑布”相关负责人告诉采风团作家，“刚刚过去的‘双
11’，斑布纸业实现销售额 5.5 亿元。”与此同时，企业在当地大力
培育斑布 1 号、斑布 2 号竹种，对竹子进行全价利用，实现了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其中，栽种 10 亩斑布 1 号，每年可产造纸用
竹 60吨，加上发展林下经济的价值，每年可助农增收 47.1万元。

绿一方土，富一方人。作家华静感慨地说：“在青神，我强烈
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道理。”

触摸城市肌理，感受绿色发展魅力

走近美丽乡村，调研生态富农兴农之路

深入保护区和企业，聚焦生态环境治理

运用文学笔触，书写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采风团在丹棱县共同种下桢楠树。图为
作家叶梅（右）、郭雪波（左）。 张黎摄

文化快讯

本报讯 由曹盾、高翔执导，秦昊、尹昉、黄子
星领衔主演的反盗猎题材剧《狂猎》在新疆取景拍
摄并杀青。《狂猎》讲述了森林公安为保护自然生
态与盗猎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

在剧中，秦昊饰演的魏疆是一名护林员，也是
一名退伍的森林警察。无论是面对恶劣环境还是
穷凶极恶的盗猎团伙，他都始终坚守自己的责任，
义无反顾地守卫一方土地。剧中除了协同守护森
林的警察外，塑造的角色还有新疆质朴的牧民、善
良的背包客等。

据悉，为更好呈现原生态森林环境，剧组特别
选择到新疆实地拍摄大量森林及野外场景。不仅
为观众呈现了壮阔的长河落日，使观众欣赏到新
疆天山深处的奇观异景，还让更多人感受到新疆
独有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野生动物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狂猎》作为
一部以反盗猎为主题的剧集，它的出现不仅有助
于推动更多人关注生态保护，了解我国的反盗猎
事业，还可以让观众在悬念丛生的剧情中感受野
生动物保护者们无私无畏的精神，传递满满正
能量。

杨涛利 贾春霞

本报讯“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禹力不
到处，河声流向西。”千年以前，唐朝诗人周朴用一
首《董岭水》描绘出心中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千年以后，之江大地上的书画家用手中的墨笔、心
中的热情，书写着新时代的安吉。

日前，“在浙里看见美丽中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在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开幕。

据了解，这次展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浙
江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安吉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出的 80 余件作品，
由来自浙江各地的书画艺术家创作。

为筹备这次展览，浙江各地和安吉县的书画
艺术家们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主
题，顶着炎炎烈日，深入基层生活，努力创作精
品。他们先后来到天荒坪镇余村、递铺街道鲁家
村、溪龙乡黄杜村白茶园、孝丰镇赋石村、梅溪镇
荆湾村、山川乡马家弄村以及浙北第一库等地参
观采风，用画笔描绘出安吉的山水美、田园美和乡
村美，展现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涌现出的先进人物
事迹，以及秀美的自然风光，体现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下一步，浙江还将继续组织开展一系列类似
活动，向全社会持续深入展现浙江各地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硕成果，带动更多公
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

朱智翔 晏利扬李娇俨 潘月

反盗猎主题剧
《狂猎》在新疆杀青

“在浙里看见美丽中国”
书画展在安吉开幕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记者近日从陕西
省西安市河湖长办获悉，今年 8 月至 9 月，西安市
第一届“推进全域治水 争创示范河湖”短视频公
益大赛得到社会各界关注，共征集短视频作品 52
件，经层层选拔，最终 20 余件作品入围“守护美丽
河湖 争创示范河湖”全国短视频公益大赛。

据了解，在西安市第一届“推进全域治水 争
创示范河湖”短视频公益大赛期间，全市各级河湖
长办积极响应，广泛组织，深入基层挖掘鲜活故
事，并组织动员市民、志愿者团体和学生社团等，
到全域治水现场，捕捉河长湖长的感人瞬间。52
件参赛作品，以独特视角讲述身边的护河故事，展
现了全域治水的成效，风格多样，精品叠出。

在网上展示和投票阶段，短视频展播总浏览
量 达 4.2 万 余 次 ，其 中 短 片《望 川》获 网 友 投 票
1.9 万票，《做西安人民生命源泉守护人》《后浪护
水人》《河湖长的一天》等短片得票数也都在 5000
票以上。

“本次参赛短视频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河长、湖
长为治理河湖的辛勤付出和良好精神风貌，全面
展示了西安市河湖面貌的显著变化。”西安市河湖
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近年来，随着河长制、湖长制的全面推
进，西安市各级河湖长守土有责，发挥铁军的风貌
和精神，推动解决了一批河湖管理保护难题。特
别是 2019 年西安市实施《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安
市河湖系保护治理三年行动方案》以来，全市全域
治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西安举办
治水短视频公益大赛

五天虽短，但精彩纷呈。眉山当地丰富的生态人文理念、鲜活
的环境治理实践以及洋溢的绿色发展理念，无不吸引着作家们的
目光，让他们意犹未尽。

“眉山的美好生态令人留连。”作家陈新说。
“此次采风非常重要。通过采风深入当地的风土人情，深入生

态环保一线，与群众多聊聊，谈谈感受，我们的语言会更生动。”作
家邓子强表示。

此外，一代文豪苏轼由内而外的自然生态观，也给作家带来了
深刻的启发。苏轼一生都在追求自然和谐，他的诗词文章中，始终
蕴含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彰显了其尊重自然、按
照自然规律行事的可贵思想。

“他对山川、对自然的赞美、咏叹和热爱，不是带着人的优越
感，而是一种融入性的存在。”作家叶梅与作家郭雪波呼吁，在当
下，要大力弘扬东坡的生态观，传承生态文化，共建美丽中国。

此次活动也是四川省首次引入作家力量进行宣传。作家们收
获满满的同时，其行为也传播了生态文明思想，传递了精神与作风。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万忠表示：“和作家
们一起走进生态环保，我们自己也不断地提升，对自然生态产生了
一种深深的敬畏。”

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骆仕明表示，此次活动将有
助于推动眉山市生态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采风活动更成为作家们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新起点。作
家贺小晴表示，在今后的写作中，将对生态多一种关照，给写作多
一种维度，以新的视角去体味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眉山当地
作家张生全也表示，眉山的生态环保成就令人瞩目，作为生态文学
新兵，今后将有意识创作生态文学，回应时代主题。

作为承办单位，中国环境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地文心”中
国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已举办三届，在作家队伍中掀起了绿色之风，
团结和吸引了作家群体将创作视角聚焦到生态环境领域，以文学
笔触呈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希望通过此次采风，促进生态环保
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丹棱大雅堂外，采风团合力种下一棵珍贵的桢楠树，并命名其
为“大地文心”。作家们希望，这棵象征着美好寓意的“大地文心”
之树能够枝繁叶茂，蓬勃生长，并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传播生态
文明，共建美丽中国。

◆“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报道组

作家华静边听讲解边记录。张黎摄

(本报记者张辉、张黎、王琳琳、陈妍凌、肖琪、欧阳近人，执笔
人王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