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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公园咋打世界牌 传统村落
在保护和开发中寻找平衡

植物世界的探秘者

□吕旅

这两年，新县按照“保护特色村、

建设中心村、整治空心村”的思路，编

制完成毛铺、韩山、徐冲、老叶湾等特

色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方案。在乡

村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新县是

如何找到平衡点的？

这主要还是一个“度”的问题。我

们推动乡村建设的时候,首先是基于

对脱贫攻坚的责任，再加上我们都在

农村长大，对农村有着天然的、朴素的

感情，都是为了守护内心那一份挥之

不去的“乡愁”，而不是为了做旅游才

去做乡村建设。至于那些“被旅游”

的，即使做大了，也不是人们想找的乡

愁。所以，我们在实践中确立了一个

总的原则，就是围绕“把农村建设得更

像农村”这个理念来进行，同时把底线

思维与红线意识贯穿始终——底线思

维就是保护好文化遗产，留住历史文

脉；红线意识就是敬畏自然、顺应自

然。

该如何落实这个理念呢？就是努

力做到“三个尊重”。首先是尊重历

史。体现在传承乡建、修复村貌、重拾

民俗上。改造建设中摒弃大拆大建，

始终保持足够的理性，就地取材，用好

乡村的一砖一瓦，做到修旧如旧，尽最

大努力把村庄原有的形态和传统文化

习俗保留下来。

其次是尊重生态。在全县倡树视

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如子的生态理

念，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不截断河

流、不取直道路，坚决不让村庄失去赖

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

最后是尊重群众。比如古民居改

造，怎么改、改不改，都充分尊重每个

农户的意愿，这样，村庄的多元性、差

异性就体现了出来，群众有了归属感、

自豪感、幸福感，游客也能在这样的乡

村里找到最本真的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无论是有形的建筑文

物，还是无形的文化遗产，都非常脆

弱，经不起“折腾”。乡村旅游的开发，

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规划。这里的规

划既不是单一的村庄建设规划，也不

是单一的农房改造规划，更不是单一

的旅游发展规划，而是综合性规划。

既要依据历史上的资源，研究构造什

么样的文化主题，又要结合现在的市

场，研究创造什么样的主题文化，要体

现多元化，突出乡村特色，避免千村一

面。

此外，保护传统村落不是单纯地

进行“冻结式”保护，也不是简单地将

原有的村庄围起来打造成景区，而是

在保护原有资源的前提下，尽最大可

能吸引人才回归、资金回流。如何打

通人才和资本通道？就政府层面而

言，就是要全力搭建好创新创业的平

台和创意创造的载体，让人来了有事

干、资金来了有处花。特别是要借助

政府先期投入这块“砖”，引出社会资

本这块“玉”，支持工商资本下乡和内

置金融发展，让村民享有利益主导权

和分享权，增强古村自我造血功能，最

终形成“让人回来、让钱回来、让民俗

和传统回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⑧3

（作者系新县县委书记）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世界地质公园
全国33个我省占4个

世界地质公园的名头甚大，到底
是何方神圣？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
环境处副处长李召明介绍，200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支持世界地质
公园计划；2004年，欧洲地质公园网
络的 17个成员与 8个中国地质公园
共同创建了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目前
该网络共有 120个世界地质公园，其
中我国就占了33个，我们河南就有4
个世界地质公园。2014年，该网络获
得法律地位，网络成员正式成为“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中能够冠以‘世界’二
字，它必须拥有具有国际价值的地质遗

迹，或者说其中赋存的地质遗迹或这些
遗迹的形成过程在区域地质历史的发
展中具有代表意义，可以作为重要证据
说明、验证某些重大地质问题。”我省地
质公园专家、省国土资源科研院副院长
秦正说，一个地质公园是否具有国际价
值，由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比较评估而裁定。

芬兰洛库亚地质公园是全球纬度
最高的世界地质公园，代表着冰河世纪
的地质遗产，拥有独特的冰川地貌特
征。与之签订合作协议的云台山地质
公园完整地保存了中元古代、古生代海
洋环境；伏牛山地质公园内的造山带构
造遗迹、恐龙蛋化石群声名赫赫。

李召明说，根据世界地质公园章
程要求，各个地质公园之间必须与国
际伙伴交流合作，以增进不同国家人
民之间的了解，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
做出贡献。

结交的外国“姊妹”越来越多

“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名号后，并不
能一劳永逸。”秦正说，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名称一次只持续四年，每
四年接受一次再评估，如果不符合标
准就会被亮“黄牌”。一旦被亮“黄牌”
就需要在两年内整改，若还达不到标
准，就会失去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
园的地位，也就是被亮“红牌”。对外
交流作为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公园的
管理者和评估专家都十分重视。

云台山地质公园已经和五大连
池、黄山、泰山、伏牛山等10多个国内
的世界地质公园建立起“姊妹”关系，
与美国、芬兰两家公园建立起合作关
系，目前正在和丹麦、法国等国的地质
公园进行协商，以签署合作协议。今
年 9月底，靳小婷和两名同事一起去

英国，参加在里维耶拉地质公园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地质
公园大会。“国外的地质公园更注重科
普教育，我们对地质遗迹的保护和旅
游开发也得到了其他公园的肯定。”靳
小婷说，现在云台山每年都会吸引数
十万境外游客，尤以日、韩客人为主，

“我们欢迎更多外国游客来焦作。”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面积大，地质

遗迹资源丰富，自然风景秀美，对外交
流合作也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伏牛
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局综合科科长王
亚喆介绍，此前，伏牛山地质公园和国
内5家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
又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与马来西
亚兰卡威世界地质公园、希腊蒲赛罗芮
特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

此外，我省的嵩山世界地质公园
和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也分
别和国内外多个世界地质公园结为

“姊妹”公园，或者共建合作项目，在对
外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练好内功闯世界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我省乃至国
内的很多世界地质公园管理方与景区
运营方还是两套组织系统，地质公园
管理方大部分是以当地国土资源部门
为主组成具体办事机构，运营方则大
多是由社会资本组成的企业组织。对
于世界地质公园理念的理解和实践，
部分景区运营方还只是仅仅局限于

“金字招牌”的层面，而对于地质遗迹
保护、科学普及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方面还涉及很少，
造成景区运营者更多关注旅游收入，
而对合作交流不够热心。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地学知识需
要系统学习，而缺乏地学知识的不少
普通游客，到地质公园旅游时没有充
足的知识储备，对于导游的讲解也没
有耐心学习的兴趣，到此一游也只是
图个“一饱眼福”；从另一方面看，一些
世界地质公园的讲解词过于专业，普
通游客听不懂，看不明白，从而对地学
知识“望而生畏”，对地质公园的意义
也认识不深，也难以激发起游客了解
地学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我省的世界地质公园与其他国
家的世界地质公园建立起了各种联
系，但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
还需要继续加强合作，让交流更加深
入。我们要学习先进的做法，同时把
我们好的工作经验介绍给其他公园，
共同提高世界地质公园建设水平。”
李召明说。⑧3

□本报记者 张海涛

珍惜保护水资源，不仅要重视地
表水，更要重视地下水。近日，我省出
台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封井方
案，将于今明两年基本封停城镇自备
井，中原再一次吹响了地下水保卫战
的号角。

现状：地下水亟待保护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是
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人均水资源量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多年
平均地下水资源量约 196亿立方米，
可开采总量约125亿立方米。

地下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超采
会导致部分区域地下水补排失衡，水
位大幅下降，引发地面沉降、地裂缝、
水质恶化等一系列生态与环境地质问
题 。

据省水利厅专家介绍，地下水一
般分为浅层地下水和深层承压水、岩
溶水。目前农业灌溉抽取的是浅层地
下水，城镇供水使用的多为水质好的
深层承压水。

我省去年首次公布了地下水超采
数据，全省超采区总面积约4.4万平方
公里（全省国土面积约 16.7 万平方

公 里）。 其 中 浅 层 地 下 水 超 采 区
14195平方公里，深层承压水超采区
27996平方公里，岩溶水超采区5471
平方公里。浅层地下水与深层承压水
超采区重叠面积3269平方公里。

以我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
为例（含11个省辖市、2个省直管县），
这些受水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56.72亿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量每年
为49.13亿立方米，受水区地下水超采
总量为5.73亿立方米，形成了大面积
的地下水漏斗区。

因为水资源严重短缺，我省多年
来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大量抽取地下
水，治理地下水超采已刻不容缓。

政策：城市应先用地表水

多年来，为了缓解用水紧张以及
市政供水管网建设之后的一些问题，
我省一些单位、企业、小区等相继开凿
了自备井，以解决自身生产生活用水
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公共供
水不足的问题。

以郑州市为例，2015年全市城区
供水总量为50571万立方米。除了公
共供水，水利部门管理范围内的自备
井供水1796万立方米，占全部供水量
的3.55%。

但自备水井存在着水质无保障、
开采无节制、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
题，对城市水资源和水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

目前，国家城市供水的政策要求
为先地表水、后地下水，在全面节约、
有效保护、合理配置水资源基础上，对
地下水开采实行总量控制。我省城市
供水管网近年日渐完备，2013年起
还实施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地
下水保护也是重要考核内容，自备井
关停问题亟待解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年平
均向我省供水37.7亿立方米，将极大
缓解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尤其是
在受水区范围内，丹江水占受水区城
市供水的一半以上，为各受水区压采
提供了条件。

我省制订了2015年—2020年地
下水压采方案，将减少开采地下水2.7
亿立方米，各受水区已在加快自备井
封停步伐。

目标：近5000口井“下岗”

根据省水利厅、住建厅近期出台
的关停方案，凡地表水供水以及公共
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求的区域，
除有特殊用途并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同意可予以保留外，现有
的城区饮用水自备井及其他用途的自
备井均需于2017年底前关停。

而对于公共供水不能满足用水需
求的自备井，要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
管部门、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组织进行
严格论证，严格取水许可，并随着公共
供水条件的改善适时关停。公共供水
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自备井，要加快
公共供水管网建设，逐步关停自备井。

对于非法取水的自备井，不论是
否被公共供水范围覆盖，一律予以关
停。一些特殊情况自备井可以保留，
如拟作为地下水观测井、作为城区应
急避难场所的备用井、作为城市消防
用井、企业生产有特殊水质要求的生
产自备井等。

方案提出，2016年全省关停封闭
地下水井1081眼，削减地下水开采量
0.6824亿立方米；2017年，全省关停
封闭地下水井3879眼，削减地下水开
采量1.2521亿立方米。

在南水北调受水区中，郑州市地下
水压采量最大。记者从郑州市节水办
了解到，截至2015年郑州市累计封停
自备井 363眼，去年浅层地下水回升
0.11米，中深层地下水回升2.01米。自
备井的逐步关停，显现出良好的生态效
果，我省人水关系将更加和谐。⑧5

□本报记者 陈慧

“踏遍青山四十载，汗滴群峰汇三
江。日行百里翻八岭，夜顶骤雨淌七
川，太行山巅闻虎啸，龙池夜宿伴虫
鸣，玉皇顶上听天籁，白云峰头摘星辰
……”这首诗是河南农业大学植物学
教授叶永忠今年所作。

四十年间，他爬遍了河南大大小
小的山头，指导建立了我省 6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把一个个学生培养成
教授。11月 26日，记者走近这位长
年在野外工作的植物学工作者，探寻
植物学家的精彩世界。

59岁的健步走“冠军”

常跟研究野生植物的人打交道，
你会发现他们中几乎没有胖子，都很
苗条，叶永忠亦是，而且身体素质还不
错。

在本月中旬农大举行的 4000米
健步走比赛中，59岁的叶永忠又一次
拿了第一名，把棒小伙子们都甩到了
身后，这个冠军他已经蝉联了 4 届。
这些都跟他长年在野外工作有关。

叶永忠说，每年四五月份到11月
份植物的生长季节，是他们去野外的
黄金时间。“河南的山山水水不知道都
跑多少遍了，光宝天曼至少就去了
100 次。关起门来做学问是不可能
的，这门学科实践性比较强。”

袁志良从 1998 年当叶永忠的研
究生，认识叶永忠已近 20年，从学生
到同事，他虽已是副教授，还一直尊称
叶永忠“叶老师”。“全省的各个山头，
你只要说在河南省哪个山哪个地方，
叶老师立马知道那个山有什么特点，
海拔多高，附近有哪些物种。”

长期野外工作，奠定了叶永忠坚
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基础。1995年，38
岁的他就被破格评为教授。

植物学有什么用？选择这一专
业伊始，叶永忠也曾怀疑过。四十
年过去，他撰写了 2000 多万字的学
术文章，指导并参与了我省 6 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主持了 40
多项生态调查与环境评价。某地生
态系统为何那么稳定、珍稀濒危植
物为何日渐减少、南方观赏树种如
何在我省顺利生长等等，他为河南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收获了满满的
成就感。

爬最高的山，走最偏的路

一般人看来，有机会走遍千山万
水绝对是美事一桩。可是，如果你的
旅程，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每次都吃馒
头、咸菜，路上荆棘遍布，还会觉得美

么？
“我们走的路，一般都是游客到不

了的地方。”叶永忠说，低山丘陵地区
人工反复干预，物种太少，只有深山老
林、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植物多样性
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

爬最高的山，走最偏的路，山路陡
峻，危险可想而知。野外调查这些年，
叶永忠不少次都身陷险境。

2002 年的太行山之行让他终生
难忘。那年 8 月他带领研究生在济
源考查红豆杉和连香树群落。早上
6 点出发，12 点爬到了山顶的原始
森林，他们采集完标本，一行 5 人把
随身带的干粮和水吃完了。想着时
间还早，大家便提议去黑龙沟，当时
自原始森林到黑龙沟一线从未有人
走过。

他们攀着陡壁下到离黑龙沟只
有 200米时已是下午 4点，可这仅剩
的 200米难如登天，崖面几乎是垂直
的。天色已暗，山里没有手机信号，
如遇落石和下雨后果不堪设想，叶永
忠当机立断原道返回。晚上9点爬到
海拔 2000 米的原始森林时，他们饥
寒交迫，体力极度透支，在阵阵山风
中瑟瑟发抖。大家背靠背，看星星，
相互提醒不能睡着，就这样熬过漫漫
长夜，第二天 5点借着微微星光才摸
回护林点。

还有一次在大别山，为了采集路
边香果树的枝条，他脚下一软，跌下30
多米深的悬崖，幸而被一巨石挡住，就
这样头顶也划下十几厘米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

工作中有危险、有伤痛、有乐趣，
也伴随着遗憾和心痛。这些年，叶永
忠一直在做野生红豆杉、秦岭冷杉、灵
宝杜鹃等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研究工
作。“有些人，越是珍稀的，越要砍了卖
钱。眼睁睁地看着珍稀树种一棵棵减
少，很是心疼。”他呼吁有关部门除了
对群众宣传教育外，还要加大惩处力
度，对盗挖盗伐进行严厉打击，不要让
这些珍稀濒危物种因人为因素遭遇灭
顶之灾。⑧5

叶永忠教授在宝天曼主峰考察 资料图片

云台山红石峡 资料图片

伏牛山地质公园花岗岩“摞摞石”景观

“我们的云台山地质公园

上个月刚刚和芬兰洛库亚地质

公园签订了合作协议。”11月

25日，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地质

环境与储量科科长靳小婷说。

10月份，我省云台山、伏

牛山两座世界地质公园和芬兰

洛库亚世界地质公园签订了合

作协议。世界地质公园我国有

33 个，我省占了 4 个。近年

来，它们纷纷和国外其他世界

地质公园缔结“姊妹”公园，或

共建合作项目。我省的世界地

质公园正在谋划走向世界。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