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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袁上万只粉红椋鸟飞到新
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大草原袁捕
食蝗虫尧繁殖栖息遥 近年来袁这种被牧
民们称为野草原铁甲军冶的小鸟在新
疆多地大显身手袁为防治草原蝗灾发
挥了重要作用遥

一天可捕获一两百只蝗虫的粉
红椋鸟爱上新疆袁把它作为迁徙繁殖

地袁这与人们爱鸟护鸟意识的增强密
不可分遥 当地通过采取人工筑巢尧建
立保护区和培育繁殖基地等措施袁为
粉红椋鸟提供安定尧 良好的生活环
境遥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袁2018 年袁投资
4.8 亿元的新疆墩那高速公路在修建
中袁为了不打扰筑巢育雏的粉红椋鸟
曾三次停工袁直到鸟儿长大离开遥

粉红椋鸟的故事是堂生动的环保
教育课袁它再一次告诉人们院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袁保护自然就是保护
人类尧保护自己遥 作为自然界中的一
分子袁每个人都应敬畏自然尧尊重自
然袁并身体力行地去善待自然尧保护
自然袁 切实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
线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遥 郭志钧

湖水映衬着蓝天袁 绿植随风
摇曳袁小鸟在枝头啁啾袁隐藏在花
草树丛间的蜿蜒小道袁 简洁明快
的低层建筑噎噎当你置身于这样
的景致中袁 会不会想到这里的地
下其实是一座工厂呢钥

从 2010 年建成全国首座地
埋式膜处理工艺净水厂要要要京溪
地下净水厂尧2018 年初建成全市
第二座采用地埋式构造的污水处
理厂要要要石井净水厂渊一期冤到如
今袁 广州累计建成地埋式污水处
理厂 9 座袁 呈北斗状分布于珠江
两岸遥9 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总产
能达到 181 万吨/日袁占广州中心
城区污水处理总产能的三分之
一袁 占全国同类污水处理模式总
产能规模的五成以上遥 广州也因
此成为国内地埋式污水处理产能
第一的城市遥 这些地埋式净水厂
集绿色水务设施的高品质和城市
建设的高颜值于一体袁 为广州这
座水域面积占比超过 10%的城市
注入了绿色发展新活力遥

今年上半年袁广州中心城区

污水处理能力从 340 万吨/日增
加至 496 万吨/日袁 补齐了末端
处理缺口袁相当于每天减少 156
万吨污水直排河涌袁 实现了中
心城区污水处理全覆盖尧 生活
污水全处理袁 对广州 147 条黑
臭河涌全部消除黑臭发挥了基
础性作用遥

据介绍袁 地埋式生态化污水
处理厂贯彻民生尧生态尧集约尧循
环尧智能的理念袁通过绿色升级袁
以较少的用地和先进的工艺达到
优良的生态效果袁 以基础设施生
态景观化黏合生产尧生活尧生态空
间袁化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袁实现
单功能环保设施向多元化城市环
境综合体转型袁 走出一条城市环
保尧景观尧更新多重功能有机融合
的新型水生态基础设施创新之
路遥

例如袁 地埋式生态化污水处
理厂将污水处理设施全部转移到
平均 17 米深的地下空间袁全封闭
完成全部污水处理过程袁 杜绝了
污水暴露曰 生产过程中的臭气在

地下通过负压抽吸装置单向输送
至臭气处理系统分片集中处理袁
经由地面 30 米高的高空排放塔
有组织地高空达标排放袁 有效消
除臭气外溢遥 同时袁通过优化主要
设备选型尧强化隔音屏障性能尧厂
内广植绿化等手段袁 将厂区外围
噪声值有效降至周边背景值以
下遥 此外袁由于地下常年温差较地
面温差小袁温度较恒定袁有利于各
种污水生物处理工艺的稳定运
行袁 能量损耗低袁 防灾能力也较
强遥

今年新扩建的 8 座地埋式净
水厂是广州市首批执行一级 A 和
地表 V 类水标准较严值的污水
厂遥 其中袁龙归尧大沙地尧健康城尧
江高尧 西朗 5 座净水厂采用了世
界先进的水处理工艺要要要MBR
渊膜生物反应器冤处理工艺袁通过
膜丝的微孔达到强制固液分离效
果袁可以保持优异的出水效果袁出
水氨氮等指标能稳定优于一级 A
标准排放袁 甚至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三类水限值遥 庞彩霞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设立了县尧镇尧村三级河长制袁从源头防治水污染袁改善水环
境袁全县水环境大为改观遥 环巢湖流域的河道水清了尧鱼虾多了袁河道两岸逐渐形成集
生态尧防洪尧旅游多位一体的百姓生活空间袁沿岸百姓获得更多实惠遥 图为庐江县白湖
镇梅山社区的渔民正在白湖湿地浅水区捕捞鱼虾遥 钟仁 摄

八月袁福建省莆田仙
游县游洋镇沽山村青山
排闼袁 一派绿意闯眼入
鼻遥 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蔡斌熹顶着烈日袁绕溪走
访遥

这个月袁青梅道路硬
化项目即将招投标袁他多
方协调袁步履匆匆遥

沽山村位于仙游县尧
涵江区尧永泰县三县区交
界处遥 地处偏僻袁交通不
便袁长期制约着村庄的发
展遥 村里大多数人外出打
工袁 加之生产方式单一袁
群众经济来源以种植传
统作物和务工为主袁村集
体无经营性收入袁是市级
贫困村遥

蔡斌熹竭尽所能找
准发力点袁帮助村里端稳
野绿饭碗冶袁 吃上 野生态
饭冶袁甩掉穷帽子袁走出一
条保生态和促增收的精
准扶贫之路遥

蔡斌熹的另一个身
份袁是莆田市环境执法支
队督察员遥 2018 年 1 月
初袁受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选派袁他来到沽山村担任
党支部第一书记遥

第一次来到村里袁 蔡斌熹开了一个多小
时的车袁沿着颠簸的土路袁郁郁葱葱的树木跃
入眼帘袁沿途的不适一扫而光遥 野这里的生态
资源禀赋是优势袁理应倍加珍惜袁厚植绿色发
展优势遥 冶从此袁这个念头根植蔡斌熹心中遥

驻村伊始袁 蔡斌熹花大量时间入户走
访袁第一时间摸清吃透村情袁尤其对 25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精准摸底袁快速熟悉脱贫
攻坚各项政策袁并寻求正确路径将政策落地
到村遥 他经常组织村两委干部走村入户袁探
讨村里的饮水安全保障尧 道路出行安全尧道
路局部修复情况尧落实村里卫生保洁等急需
解决的问题遥

如何有效发挥现有资源优势袁助力沽山
村更好更快发展钥蔡斌熹深知袁既要保生态袁
也要富口袋遥

在他看来袁 村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袁是
没有稳定有力的产业发展遥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袁他与村两委一道袁结合村庄实际确定
发展思路院夯实基础设施建设袁大力发展集
体经济袁多渠道增加收入袁力争通过项目带
动袁形成现代乡村振兴的新模式遥

制定好了野规划图冶袁更需要野施工图冶遥
蔡斌熹与村两委集体研究袁因村制宜地谋划
并实施扶贫项目袁 通过合股投入沽山二级尧
里洋二级水电站袁每年增加收益 15 万多元遥
他积极发挥环保人优势袁 当起 野生态推销
员冶袁卖山货出山袁请游客进山遥

同时袁他全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袁进
一步改善提高沽山村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遥
他还充分用好扶贫专项资金投资旅游产业袁
向外界推广沽山生态旅游品牌袁 村集体经济
的野腰包冶鼓了起来袁村集体有了稳定的经营
性收入袁引领和推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遥

驻村以来袁蔡斌熹早已习惯了整日的忙
碌遥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但他并没有
松劲袁 而是更加积极组织协调春耕物资袁引
导村民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开展生产遥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他关注建档立卡贫困
户及贫困人员袁 研究 2020 年具体脱贫工作
项目内容袁为脱贫攻坚谋划野金点子冶袁积极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尧饮水尧就学等问题遥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野十三五冶
规划收官之年袁 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遥蔡斌熹说袁村里正结合村民需求袁准备实
施旧村改造袁在集智聚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同
时袁全力呵护生态优美遥目前袁已在村内打造
青梅溪景观节点袁今后打算深度借力村内生
态资源袁走农旅融合产业发展之路袁进一步
激活沽山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袁带火乡村旅
游遥 许爱琼

大
山
里
的
﹃
生
态
推
销
员
﹄

昨
昨昨
记
福
建
仙
游
县
游
洋
镇
沽
山
村
驻
村
书
记
蔡
斌
熹

广州打造地埋式生态化污水处理厂要要要

水务品质好
城市颜值高

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