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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

老家在豫西南的一个小村，叫申庄，前几天回去了一趟。和30年

前比，村子大了不少，向东、向南、向西扩展，过去是田野的地方也建起

了房子。

村里很少见到过去那种老式建筑：楼门、院墙、青砖和礓石铺成的

甬道，青瓦盖顶的房屋，院子里有枣树、桃树、桐树等，院外是大片的树

林。现在村民盖的房子都是二层小楼，家家水泥房、大铁门，院里也都

是水泥灌注，不要说树，一棵草都没有，光秃秃的，太阳一晒，无处躲

藏。从村支书那里得知，目前，村里有56户人家，都有人在外打工，收入

还不错，哪一家的楼盖得高、盖得好，说明这一家在外打工的人多，挣得

多。

和申庄紧邻的李营村由于距离公路较近，村子则向公路边发展，新

建的房子沿公路两侧依次展开，也都是水泥楼，没有院子、没有树，远远

看去，就像田野里冒出的一个个水泥蘑菇，非常刺眼。当地村干部指着

一排排水泥楼，相当自豪：这是咱们乡的新农村建设样板。他还特别强

调，每一家的楼顶都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村民在家里就可以洗澡，过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

当前，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村传统模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

迁，城市化的浪潮冲刷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新农村呢？

土味。笔者认为，乡村就是乡村，就应该保持那些自然的、本真的、

独特的风景，比如田野、河流、水塘，比如充满当地风情的传统建筑，即

使是新农村规划，也不能千篇一律，都做成毫无特点、呆头呆脑又居住

不适的水泥楼。比如笔者老家，本来就是典型的豫西南乡村，那种斜

坡、青瓦的传统建筑，南北通透、温润如玉，加以绿树环抱，冬暖夏凉，和

谐自然。如今却不加甄别，全都弃之不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迷失。

旧味。保护有古老年代的标志物。乡村原有的那些老树、房屋、祠

堂等，承载了历史的记忆，凝聚着浓浓的历史气息，是一个地方活的灵

魂。笔者老家门前，曾有一棵巨大的皂荚树，据说是我外公的父亲种下

的，童年的时候不仅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还是邻里吃饭、议事的场所，

远近闻名，外婆家也被称为皂荚树那家。但是 2003年建新房子的时

候，被舅舅砍掉卖了 200元，说是挡住了新房子。村里还有一所孔庙，

是村庄文化传承的根据地，我上小学就在那里，但后来也拆了，无迹可

寻。这些毁灭，十分可惜，村庄像一个失忆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来路和

根。

家味。中国人无论走得多远，祖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血脉之中流

淌着乡村的基因。乡愁、乡情，是一个正常人一生抹不去的牵挂。当人

们回去寻找乡愁的时候，他们希望体验到的，是记忆中“家”的味道，是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能够吃到“夜雨

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样的家常美食；心中感念的是“野老念牧童，倚

杖候荆扉”的亲情……但现在，很多新农村有的紧挨马路，终日闹哄哄，

像个大菜市场；有的则如空心村，没有活力和人气，难见亲情。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地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越是在

取得成就的时候，越是矫正一些误区的时机。希望新农村建设，能够给

我们建一个真正的“家”。⑧3

□本报记者 李运海

裤管随意卷着，一只腿高一只腿低，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却获得了中国环保个人奖项最高奖——地球奖。他痴迷于对世界濒
危鸟类——大鸨的保护，为此常常在黄河滩巡逻，与毒鸟、捕鸟的犯
罪分子斗智斗勇。

他，就是52岁的长垣县蒲东办事处吕楼村农民宋克明。
2000年，宋克明看到当地许多村民大量捕捉野生鸟，成麻袋卖

给上门收购的鸟贩子，便伪装成鸟贩子，骑自行车到村子暗访。在村
民家中，他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捕鸟工具，编织袋里装满了低声哀鸣的
野鸟。搜集到这些证据后，他到林业部门举报。当地林业公安人员
解救了3000多只准备卖出的麻雀、喜鹊、斑鸠等野鸟，并顺藤摸瓜，
打掉了长垣县境内捕鸟、卖鸟的几个团伙。

在保护黄河滩野生鸟类的过程中，宋克明与大鸨有了不解之
缘。10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听说有人毒害大雁，便带领几个志
愿者赶到现场，发现了3只被捕获的大雁和一袋虎纹鸟毛。直到半
年后去北京参加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会议，听专家讲到大鸨，他才知道
那一袋虎纹鸟毛就是大鸨的羽毛。

回来他恶补功课，知道大鸨由于栖息地破坏和人为猎杀，目前濒
临灭绝，国内已不足800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宋克明家乡所在
的豫鲁交界处的黄河湿地，是大鸨非常重要的越冬地，每年冬季在长
垣县栖息的有300只左右。宋克明下定决心要保护这个美丽的物
种，每年大鸨来过冬的日子里，他便日夜巡逻，骑摩托车走遍黄河滩
地，发现盗猎者绝不手软。

2012年的冬天，宋克明骑着摩托车在黄河滩巡逻，远远看到盗
猎者正在捡拾毒死的野鸟，便赶紧报警。盗猎者看到是宋克明，慌忙
拿起一编织袋鸟转身就跑，宋克明大喊一声，随即从摩托车上跳下来
去抓盗猎者。俩人厮打在一起，搏斗中盗猎者拾起一块砖头砸在宋
克明左肩上，但他仍死死地抱紧盗猎者，直到民警赶来。

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宋克明和长垣的志愿者们每天日夜巡
逻，成功驱逐了150余次非法猎捕，协助林业公安部门抓获了30多
个盗猎分子。

宋克明和志愿者们的心血得到回报。今年我省两会期间，省市两级
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黄河湿地创建‘中国大鸨之乡’提案”，得到了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宋克明说，如果把长垣建成“中国大鸨之乡”，这将
成为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到时，长垣县人可以自豪地说，这里不但有中
国最好的厨师，还有世界上最珍贵的鸟类——大鸨。⑧5

缺水程度有多重

新密市如今正在加紧建设连通南水北
调干渠的引水工程，市区居民用上丹江水
的日子已越来越近。根据去年签订的协
议，今后新密将从平顶山购买丹江水用水
指标，缓解全城水荒。

“水资源已成为新密经济社会发展的
严重瓶颈，前年大旱时城区三分之一居民
曾遭遇断水危机。”新密市水务局局长徐绍
敏介绍，新密全市没有外来水源，主要依靠
地下水。

新密是我省严重缺水状况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水不够用了”成了省内许多
地区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数据更能说明问
题：全省水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1.42%，人
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耕地
亩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

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
资源的刚性需求直线上升，许多城市、企业

对扑面而来的缺水危机措手不及。
因为缺水，导致地下水超采现象日趋

严重，全省超采区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
引发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

严重缺水的另一面，是用水方式的粗
放，节水理念的淡薄。如作为第一用水大
户的农业用水，用水量占全省总量的一半，
但过去大水漫灌的现象比较常见。

“水少”状况日趋严重，“水浑”现象也
不容忽视，减少污染，提升水质刻不容缓。

三条红线有多严

“水资源管理越来越严格精细了。”河
南金马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处处长王增光
说。他提到一个细节，水利部门通过远程
监控计量工具，对企业的用水情况时刻紧
盯。

这是三条红线带来的变化。
2013年年底，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

省实施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出了
三条红线控制指标：用水量控制、用水效率
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是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底线。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让我省
进入了以量定需、严格管控的用水新时期，
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省水利厅水政处处长郭贵明指
出。

考核内容包括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目标完成、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考核
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
次，满分为100分，90分以上属优秀，60分
以下为不及格。

考核分三级，国家考核我省，省考核省
辖市、直管县（市），省辖市再考核所辖县
（市区）。如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红线，国家
确定河南2015年为260亿立方米，我省再
将这一指标逐级分解至县（市区），确立当
地的红线指标。

根据我省的规定，拿到“不及格”分数
的地区，将接受相应处罚。这一地区的政
府部门，要提出限期整改措施，整改不到位
的将依法依纪追究该地区有关责任人员责
任。同时，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
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实施考核制度三年来，获得优秀级别
的省辖市、直管县（市）逐年增多，2015年
达到10个，尚未出现考核不合格的地区。

诗意栖居有多远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三年，为

我省带来一系列可喜变化。
在用水总量红线的倒逼下，各地对水

资源使用“斤斤计较”，中原大地“水龙头”
拧得更紧了。

三年来，全省用水总量均在控制红线
之下。2015年全省用水总量为222.65亿
立方米，比红线目标低37.35亿立方米，相
当于少用了37座大型水库。

在用水效率红线的控制下，农业、工业
等用水大户纷纷采取节水措施，走上循环
利用的新路径，用水量少了，产生的效益更
高了。

全省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由2000年
的191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156立方
米。三门峡陕州区农民秦巷庙告诉记者，
果园过去一亩需水60立方米，而现在用上
节水灌溉，一亩只需要20多立方米。

2015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6.7立方米，比2010年（46.1立方米）下降
40.7%。我省GDP连年增长，但这一数字
却在连年下降。

更可喜的是，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
线的控制下，中原大地上的河流水库水质
日渐提升，淇河被称为华北地区唯一一条
没有被污染的河流，丹江口水库长期稳定
在Ⅱ类标准。生态环境改善步伐加快，诗
意的居住成为可能。

目前，全省已织就一张对重点水功能
区、入河排污口的严密监测网，还开展了碧
水工程等一系列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2015年全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高于控
制红线7.2个百分点。

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目标，到
2020 年，我省力争将用水总量控制在
282.15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效率进一步提
高，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75%以上。

保护水资源，中原依旧任重道远。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人类社会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水。只有严格
‘三条红线’目标控制，爱水、惜水、护水，才
能打造出人水和谐的美丽河南。”省水利
厅厅长李柳身说。⑧3

题图：淇河水清树绿，犹如人在画中
游。⑨1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本报记者 李英华 王小萍

【场景一】“每天晚上把垃圾装在袋子

里放到门口，一大早就有人收走了，俺们庄

户人也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济源市王屋

镇五里桥村村民苗向花逗弄着小孙女，乐

呵呵地说。坐在她家绿意盎然的菜棚下，

丝瓜、葫芦刚结出果实，火辣辣的日头透过

密密匝匝的藤蔓，只剩下细碎的阳光，小院

显得凉快又整洁。

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发祥地，五里桥
村就坐落于王屋山脚下。曾经的五里桥村
道路坑洼不平，人畜杂居，环境脏乱，是省
级贫困村。依托景区旅游通道的区位优
势，村子定下了“宜居村庄、休闲农庄”的发
展思路。聘请了苏州苏农园艺景观公司，
先后投资1.3亿元进行道路绿化硬化、铺设
排水排污管道、公厕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整齐划一、色彩协调的农家乐96家，目前
已投入运营的有23家。

农家乐建成了，咋样才能吸引游客？
“城里人爱干净，环境必须整洁、卫生，才能
让游客愿意来这儿消费。”村支部书记周备
军说。村里有两个专职环卫工，每天早上
清理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运到垃圾中转
站，镇里的环卫车再拉走进行集中无害化
处理。王屋镇副书记许拥军介绍，镇里一
共设有16个垃圾中转站。

环境整洁了，游客也来了。“来我家吃
饭的人可多了，不光有郑州、洛阳的，连山

西、陕西的也有。”经营农家乐的乔二妞抑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客人来一看，雪白的
床单，清爽的灶台，厕所毫无异味，自然可
以放心消费。一到周末，尤其是五一、十一

期间，家里的四张饭桌根本不够坐，“光擀
面条都来不及，一天能卖几百碗。”乔二妞
笑得合不拢嘴。

【场景二】百十平方米的人工湿地上，

麦冬、红花酢浆草、红叶石楠、香蒲等植物

茁壮生长，清水在细白的石子中潺潺流

动。湿地下面是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

备，污水经过化粪池后，进入装置内，依次

进行多级微生物的吸附、消化、降解等处

理，快速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预处理后

的污水通过人工湿地的滞留、过滤、沉淀、

转化等技术处理后，每天能达标排放 100

立方米清水。

“生活污水解决了，清水还能用来浇
灌，一举两得。”周备军说。市里、镇里一共
投资45万元，2013年年底开始建污水处
理站，去年正式投入使用。原先家家户户
的旱厕一律改造成冲水式厕所，公厕里马
桶、水龙头等一应俱全。

吸引来游客，还得留得住。村里争取
资金1200多万，对2500多米的污水河道
进行治理，沿河建起了宽敞的健康步道，吊
桥、景观垂钓鱼塘相映成趣。入夜，河道两
旁的太阳能路灯把河水、步道照得分明，可
供散步消暑。村子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把600亩确权后的土地承包给君源公司，
用于发展鲜果自助采摘、林下生态养殖，打
造休闲乐园。王屋镇镇长雷红介绍，镇里
已经与中裕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该公司将
投资3000多万元，把天然气送到五里桥方
圆十里的百姓家中，届时村里人都能用上
清洁能源。

美丽乡村建设，让这个昔日的贫困村
彻底变了样，也收获了“河南省十佳美丽乡
村”、省级生态村、省级宜居村庄等称号。
一座“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
景中”的整洁山村入画而来。⑧5

一位农民的爱鸟情结

河南交出啥样答卷

宋克明（左一）小心地剪掉小鸟身上缠的网丝。⑨1 李运海 摄

上图：绿树青山掩映中
的五里桥村，如同一幅
展开的画卷。
左图：整齐划一的农家
乐。⑨1 徐拥军 摄

6月27日，由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宣传中心组织的“南水北调公民大讲堂”在焦
作市18中举行，号召同学们节水护水，防范溺水风险。⑨1 许安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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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依水而居，择水而憩，自古就

是人类亲近自然的本性，也是我们

不变的梦想。然而，不断下降的地

下水位，干涸的家乡小河，以及夏

季用水高峰时期停水的烦恼，迫使

我们不得不重视水资源保护。

根据近日公布的全省2015年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得分均在合

格线以上。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三年来，在三条红线的严控

下，我省用水方式逐步从简单粗放

向高效精细转变，掀起了一场用水

方式的革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