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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雷洋事件不是一个小插曲
据@平安北京19日发布，北

京市公安局表示， 雷洋案事发
后，立即责成昌平分局及时通报
检察机关，并积极配合开展调查
工作，相关人员接受调查。公安
机关坚决尊重事实、 尊重法律，
坚决依纪依法处理， 决不护短
（详见今日本报A13版）。

应该说，这是5月8日雷洋涉
嫖被抓身亡后，北京市警方最正
面的一个回复。既是表态，亦是
承诺。据悉，昌平区人民检察院
已接收雷洋家属控告并已依法
开展初查工作。 我们有理由相
信，北京公检法相关部门一定能
查清事件真相， 给雷洋家属，也

给关注此案的民众一个合理合
法的交代。

关于本案的诸多疑问，随着
调查的深入，应该会一一清晰起
来。只是本案笼罩在民众心头的
阴影， 估计一时三刻难以释怀。
就在民众持续关注雷洋的非正
常死亡、兰州两大学生被打烂了
屁股之时，著名作家梁晓声一篇
多年前的旧文被翻了出来，说的
是副省长带秘书与司机上任途
中被警察扇耳光上手铐的事。据
媒体考证， 副省长实为副书记，
调往邻省任职且主管公安，因为
路途不远， 他们开车低调前往，
中途在路边饭店吃饭，因催店家

上菜惹到了警察， 便被盘问、辱
骂、殴打，并将副书记和秘书铐
在了暖气管上。

此事发生在1990年。谁也不
会料到，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某些警察的素质依然没有提升。
有个体的因素， 也有体制的原
因。有网友指出，“刀把子”思维
和维稳需要，客观上决定了警察
权得到了近年来最大的放纵，部
分警察对人权的藐视和对法治
的践踏，需要郑重看待。这话颇
有道理。 如果再完善一点点，可
以加上“利益冲动”。曾经有个段
子传得厉害，说某市委书记大会
上做报告， 责令公安部门创收，

“床上一个亿，桌上一个亿，路上
一个亿”。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雷洋之死、大学生屁股被“打开
花”的事件时有发生，就见怪不
怪了。

显然，雷洋事件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如何强力保障公民的合
法权益，如何惩治执法队伍中的
害群之马，打造朗朗乾坤，让民
众坦然生活，应该摆上政府高层
的议事日程。 如果雷洋之死，只
是简单的追责了事，那么，这不
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
摇晃几下就会被现实的烟云湮
灭，消逝得无影无踪。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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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任务标注“硬指标”

洞庭湖最大的优势是水，最
大的问题也是水。洞庭湖曾经面
临“房前屋后都是水，就是不能
喝”的窘境，水环境治理成效成
为检验生态经济区建设成效的
关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我省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引水、
蓄水、活水、清水、防水、节水“六
水”联动，将“保障”“防治”“修
复”“安全”四大任务作为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硬标准、刚要
求全力推进。

一是保障水资源。着力实施
引江济湖等工程，重点对长江入
湖的四口水系进行综合整治，确
保枯水期长江入湖流量达到
500立方米/秒左右。

二是防治水污染。力图实现
所有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
覆盖。河湖沿岸禁养区退出规模
化养殖。规范河流、湖泊、水库、
公共水域围网养殖，全面禁止投
肥养殖。 加强工业污染源排查，
严控不达标排放行为。

三是修复水生态。着力实施河
湖连通工程，江、河、湖自然水力联
系恢复畅通。对湖区内湖湿地进行
生态修复，建设一批湿地自然保护
区和湿地公园。统筹推进血防设施
建设，降低血吸虫病感染风险。

四是确保水安全。突出湖区
堤防和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完善
防洪治涝工程体系，基本达到防
御1954年型洪水标准，着力重塑
洞庭湖大水脉， 推进河湖连通，
强化控污减排， 修复湿地生态，
不断提升洞庭湖水资源配置能
力、 水环境承载能力和防洪减灾
能力， 为建成全国大湖流域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奠定坚实基础。

十大工程形成“活循环”

在洞庭湖水域，部分水利工
程由于年久失修、沟港河渠淤塞
严重， 越来越多的内湖“鱼塘
化”， 湖区垸内水系联结通道被
切断，水流不进、流不动、留不住
的问题日益突出，曾经的“纵横
通衢”，现在却面临“死水一潭”
的境地。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
头活水来”，为活化水系、改善水
质，恢复水域、修复生态，我省重
点推进四口水系综合整治、湘北
水资源配置、河湖连通、安全饮
水巩固提升、重要堤防加固、 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业点源污染
治理、城乡生活污染治理、特殊
水域与湿地保护、血吸虫病综合
防控等十大工程， 采取疏浚河
道、严控污染、新建水资源利用
工程、推进血防设施建设、加强
湿地保护等措施进行综合整治，
恢复和稳定枯水期长江入湖水
量，让洞庭湖外湖和垸内沟渠之
间水系形成一个“活循环”。

比如，沅江市就通过“河湖
连通”连出了一片新天地。沅江
市中心城区被沅水、 资水环绕，
有5个内湖，分别是后江湖、蓼叶
湖、下琼湖、上琼湖、石矶湖，五
湖水域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以前这五湖都是“各自为政”，一
下雨就涝，不下雨就旱，整治也
只是单个湖的疏挖、除险，缺乏
通盘考虑、综合治理。如今，通过
实施内湖连通、两江并接、水质
改善、环湖景观等工程，城区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

又比如，南县南茅运河打造
“百里生态”长廊实施以后，运河
两侧成了群众观赏、休闲、散步、
娱乐的最佳场所。家住南茅运河
边的李阿姨赞不绝口地说：“运
河改造后，环境美了，到运河边

散步，既锻炼了身体，心情也特
别舒畅！”十大工程的有序推进，
让洞庭湖的水环境变得日益优
美，而公园、广场等休闲场所的
修建，则让百姓们的幸福指数得
到了明显提升。

五大行动营造“绿家园”

近年来，受江湖关系、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洞庭湖水面萎缩、生态恶
化、 发展滞后等问题逐渐显现，
曾经的“八百里洞庭”在低枯期
水域面积仅500平方公里左右。

“拆得好，拆得好！捣掉一个
矮围，洞庭湖的江豚就多一点生
存空间，鸟类就多一块栖息地。”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万
朋举参加东洞庭湖水环境综合
治理五大专项行动时，禁不住感
叹。为重现“浩浩汤汤”的洞庭美
景，还老百姓一个“青山绿水”的
美丽家园，2016年3月， 我省在
益阳市召开洞庭湖水环境综合
整治五大专项行动启动大会，正
式启动实施沟渠塘坝清淤增蓄、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河湖围网养
殖清理、 河湖沿岸垃圾清理、重
点工业污染源排查五大专项行
动。

今明两年，我省在洞庭湖区
将通过对沟渠塘坝清淤疏挖、对
养殖场实施生态化改造、对河湖
沿岸垃圾全面清理等管理措施，
在湖区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大
扫除”， 充分调动社会和广大群
众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的积极
性，力争通过集中整治，基本消
除养殖污染和垃圾污染，严格控
制新增污染，明显遏制水体富营
养化趋势，构建水清岸绿的垸内
沟渠生态活水网，有效改善湖区
生态环境， 确保湖区有干净的
水、有清洁的空气、有放心的食
物。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
里一青螺。” 抓住长江经济带和
环洞庭湖经济带建设的机遇，积
极推进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保护一湖清水， 发展一方产业，
造福一方人民，一定能让历经沧
桑的“母亲湖”恢复生机、重现活
力，再写“八百里洞庭美如画”的
宏伟篇章。

遥看洞庭天下翠
———我省如何推进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热点话题谈心录之十三树立新理念 建设新湖南·

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带有大片的湿地资源。湿地
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享有“地球之
肾”的美誉。近百年来，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
坏，湖泊萎缩，调蓄功能下降。虽然人们意识到了湿地资源
的可贵，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忘记了湿地的生态价值，注
重的是其资源价值。因此，保护洞庭湖水生态环境已刻不
容缓，2014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
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让历经沧桑的“母亲湖”恢复生机、重现活力，是湖南人责
无旁贷的重任。

■本报评论员

俗话说：“城有水则
秀，居有水则灵。”说的就
是一座城市的兴盛离不开
水， 群众高品质的生活也
离不开水。岳阳县，这座傍
依在洞庭湖边的小县城，
多年前， 湖边多为违章修
建的民居， 生产生活用水
未经处理便直接排入湖
中。破、老、旧是县城致命
的伤，脏、乱、差是居民难
言的痛。近年来，通过综合
实施控源截污、河道整治、
疏浚活水、 生态修复等措
施， 岳阳县改善了区域生
态环境， 修整了城市绿道
……实现了“通过改造一
条河流， 完成一座城市改
造”的梦想。

岳阳县通过“治水”大
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这只
是我省洞庭湖水环境综合
治理的一个缩影。 洞庭湖
水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沿
湖上千万人口的生产生
活， 更对维系整个长江生
态系统的平衡发挥着重要
作用。自2014年4月国务院
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规划》，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以来， 为保护好
洞庭母亲湖“一湖清水”，
我省着力从三个方面推进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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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八百里洞庭我的“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