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腌鱼：
苗族、侗族的正宗腌鱼是用

稻田放养的鲤鱼 。 一般在秋收
时节开始腌制，用木桶或陶坛腌
制。 腌鱼最正宗纯朴的吃法，就
是从坛子里挖出来直接生吃，能
品尝到酸辣咸香味。

雕花蜜饯：
雕花蜜饯是一种“能吃的民

间工艺品”，以南瓜、西瓜、冬瓜
及一些中药为原料，用蜜糖腌制
而成的， 品种和花色非常多样，
可直接干吃或泡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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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一湖三山四水”格局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年 )》(征求意见稿 )近
期已通过专家评审。 我省城镇化
将构建“一湖三山四水”的生态安
全格局，即洞庭湖未来5年要打造
成湖边城镇重要的“绿肺”；武陵-
雪峰山、南岭山区、罗霄-幕阜山
区要打造成为保持水土、 美化环
境、 减灾防灾的多功能城镇绿色
屏障；湘、资、沅、澧四水要成为集
生态、文化、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绿

色清水长廊。到2020年，要实现湘
江干流水质基本稳定在Ⅲ类，部
分河段达到Ⅱ类标准。

我省环保年产值
可达1600亿元

记者27日从省环保厅获悉，
2014年全省环保产业总产值达
1352亿元，位列全国十强。据初步
测算，今年上半年环保产业增长预
计在25%左右，全年可望实现产值
1600亿元的目标。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位
于湘黔桂三省（区） 接边区
域， 湖南省西南部。 靖州是
苗、侗祖地，苗侗文化源远流
长，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靖州苗族歌鼟被誉为
“原生态民族活化石”。

靖州同时也是中国的杨
梅之乡。据记者了解，靖州一
直很重视杨梅“一条龙”生
产， 在不断拓宽杨梅市场的
同时，也“以梅为媒”，深耕、
传播侗乡苗寨特色文化。

“杨梅”成为靖州代名词

靖州杨梅被誉为“江南
第一梅”，历史悠久，口味优
良。每年一度的杨梅节，也让
靖州杨梅无论是品牌知名度
还是市场行情，均见上涨。

靖州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戈承艳告诉记者， 现在靖州
把杨梅种植基地做成景区，
把杨梅加工企业做成酒庄，
把杨梅销售做成电商冷链物
流， 把杨梅种植加工技术做
成标准， 把苗侗团寨做成客
栈，把杨梅物产做成文化，努
力打造成国家5A级旅游景
区、杨梅生态产业园区、现代
农业示范区、 苗侗文化展示
区。

靖州县旅游局局长明敬
群透露， 为开发杨梅生态旅
游，提升杨梅文化，2014年和
2015年分别投资2930万元、
7238.5万元， 实施了杨梅节
活动主会场、 杨梅采摘体验
游步道、杨梅交易市场、杨梅
溪河道治理、 杨梅品种园等

项目建设。

杨梅文化和苗侗文化结合

杨梅节引来八方游客，
同时也推动了侗乡苗寨的旅
游发展， 杨梅文化和苗侗文
化得到美妙结合。

在靖州， 具有民族特色
的刺绣、蜜饯、灵芝、地笋苗
文化、藕团芦笙歌舞、苗歌侗
歌等等都是侗乡苗寨极具地
方特色的文化财富。

据记者了解， 靖州为深
耕苗侗文化， 推动苗侗文化
旅游，投资600余万元对响水
村7个团寨200余户进行民族
风貌打造、环境综合整治、团
寨、 溪河道路改造等建设。
2015年节会期间吸引近10万
名游客， 实现农村休闲观光
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

“庄园经济”花开苗乡侗寨

秃山变为绿色宝库 ，
“空壳村”建农家乐，企业老
板投身农业开发，闲置土地
得到有效利用。在靖州“庄
园经济” 也做得风生水起。
戈承艳告诉记者，目前靖州
县在实施现代农业精品庄
园工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庄园经济，探索三产融合的
全产业链现代农业生产经
营模式。

目前，坳上、太阳坪杨梅
核心示范园等特色农业观光
休闲示范园都在重点建设当
中。戈承艳表示，靖州将重点
建设6个现代农业精品庄园，
50家旅店， 发展50个景区农
家乐旅店。 把现代农业庄园
建设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示范。

■记者 梁兴

湘江开始重现“漫江碧透，鱼翔浅底”
水质达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 鱼类资源逐年递增

靖州：以梅为媒，深耕苗侗文化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过去这5年，我
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有哪些成
就？百姓享受了哪些绿色福利？

10月27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十二五”期间
全省较好完成了既定环保目标。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是，湘江干
流水质总体为优， 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均符合或优于Ⅲ类标
准，30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9．4%。 ■记者李国平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全省
80%的重金属污染集中在湘江流
域。上世纪90年代，湘江总体水质
呈恶化趋势，湘江治理刻不容缓。

湖南人治理湘江也是“蛮拼
的”。

2007年以来， 我省开始全面
加大湘江治理步伐。2008年启动
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动”。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湘江流
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规
划投资595亿元彻底消除污染源，
湘江“保卫战”打响。同年，时任省
长徐守盛先后三次主持召开省政

府专题会议研究湘江流域污染治
理问题，并担任“湖南省重金属污
染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
员会”主任，多次赴湘江流域调研
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2013
年9月，我省将湘江保护与治理作
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实施3
个“三年行动计划”。

说到治理湘江“蛮拼的”，湖
南人常提到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
家毫今年大年初二独自一人骑着
自行车沿湘江调研的故事。 杜家
毫的直观感受是，“现在湘江水质
比较清澈，感觉比较高兴。 ”

蛮拼的！ 省长大年初二骑行湘江查看水质

蛮狠的！ 3年淘汰关闭涉重企业1182家

2012年湖南铺排“十二五”期
间十大环保工程时， 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排在首位。 治理目
标是到2015年， 湘江流域涉重金
属企业数量、 重金属排放量均比
2008年减少50%。

根据湖南省相关规划，力争到
2021年， 湘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水
质达到Ⅲ类或优于Ⅲ类标准，城镇
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到
Ⅱ类或优于Ⅱ类标准，湘江流域生
态系统逐步恢复，实现“江水清、两

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环保厅提供的湘江治理最新

成绩单显示： 今年将完成第一个
湘江保护和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3年来我省共实施1740个整
治项目， 流域内淘汰关闭涉重企
业1182家，比2008年减少了48%，
干流两岸500米以内1351家规模
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 湘江两岸
工业、 城镇垃圾和污水及畜禽养
殖等重点治理项目1158个， 完成
率98．7%。

蛮好的！ 湘江鱼类资源逐年递增

湖南人的拼劲正绽放成果，
湘江开始重现“漫江碧透”、“鱼翔
浅底”的画面。湘江江边垂钓，夏
天下江游泳的情景随处可见。数
据显示， 最近几年湘江流域鱼类
资源量以每年5%左右速度递增。

我省2014年环境保护工作年
度报告也显示，2014年，湘江流域
水质整体保持为优，42个省控监
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保持在92．9%以上， 湘江干流18
个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三类水
质标准，30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99．4%。流域8市共解决

饮水不安全人口185．34万人。
根据核算， 我省2014年国家

纳入考核的4项主要污染物有所
下降，均实现国家下达目标。

“湘江治理取得这样的成就
与制度保障密不可分。”省环保厅
法宣处副处长黄亮斌说，2013年
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正式实施， 成为我国第一部江河
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
2014年2月，省政府印发《〈湖南省
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省政
府“一号重点工程”正式确定了路
线图。

链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笋苗寨。 记者 童迪 摄

特色

记者从张家界了解到，张家
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从今年12月1
日至明年2月28日，试行淡季门票
价格，从普通票价每人次245元降
低至每人次136元，学生票则按照
85元每人次执行。

景点

地笋苗寨：
地笋苗寨位于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西部的三锹乡，系高山
“花衣苗”团寨建筑的典型布局，
吊脚楼群因山就势， 顺坡而建。
地理海拔为431米， 植被覆盖率
为98%，是靖州苗族歌鼟文化的
重要展示基地，也是湖南爸爸去
哪儿第二季拍摄地。

飞山景区：
飞山景区总面积1913公顷，由

飞山寨和飞山湖两大景观区组成，
现存唐代以来的古迹遗址40余处。

链接

12月去张家界，门票五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