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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港城湛江处处洋
溢着喜庆的氛围：南桥河流水潺潺，在两岸
怒放的鲜花和飘扬的红旗装点下，更加俏
丽；北桥公园歌唱祖国的音乐深情悦耳，人
们以饱满的精神、矫健的身姿迎接晨曦到
来；金沙湾观海长廊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
绝……国庆假期这几天，难得休息的李斌
陪伴家人好好看一看这座城市，每走到一
处，这些地点的“旧照”总会浮现在他脑海
里，今昔对比，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李斌，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1986年
进入环保系统工作，先后在吴川、市环保局
机关及其东海岛、坡头、赤坎分局任职，
2017年荣获国家环保部颁发的“从事环保
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可以说，三十多年
来，湛江生态环境发生的“大事”他都亲历
或见证了。

“湛江的城市面貌变化实在太大了！
眼前的每一幅美景都来之不易，凝聚了历
届党委政府的心血和大家的智慧、汗水。”
跟随李斌的思绪，我们把日历翻回三十年
前，看看那时的湛江。

烟囱与尾气污染一去不复返

“湛江蓝”是值得湛江人骄傲的品牌，
但在改革开放风潮正起，国民经济加快发
展的年代，湛江的大气污染治理也经历了

“阵痛期”。
湛江国际会展中心所在的赤坎沙湾

片，如今已成为湛江的城市客厅。人们很
难想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经烟
囱林立，浓烟滚滚。湛江砖瓦厂、湛江瓷
厂、湛江耐火材料厂等企业造成的空气污
染，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90年代
起，这些建材工厂陆续关停，搬迁到麻章
升级改造为国强水泥厂。2000年 11月，
在砖瓦厂原址新建的湛江国际会展中心
落成。

李斌回忆说，当时还没有“三旧改造”
这个词，会展中心的建成，可以说是打响了
湛江“三旧”改造的第一枪。新世纪头十年
末期开始，湛江通过“退二进三”“三旧”改
造，造出了片片新城。破旧的工厂、高耸的

烟囱被现代高楼、住宅小区取而代之，不留
下一点痕迹。

空气改善的另一个最直观感受，就是
汽车尾气消失了。千禧年以前，汽车在马
路上呼啸而过，必定带着一团“黑尾巴”，人
们必须掩鼻而行。为防治机动车尾气污
染，从1999年7月1日起，全市实施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含铅汽油规定，之后，大举
淘汰“黄标车”。

此外，湛江推广“绿色公交”不断升
级，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4月，成为全国
首个批量使用LNG环保公交车的城市；
2013年，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市区LNG环保
公交车全覆盖的城市；2014年成为广东首
个营运纯电动公交车的地级市。

通过汽油升级、鼓励新能源汽车，“放
臭屁”的汽车、沙尘滚滚的马路已成为过
去式。

近几年，湛江的空气质量一直“领鲜”
全国，今年PM2.5日均值达到个位数的天
数超过30天。

昔日浊水换清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废水对河流
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河水脏到什么程
度？在南桥河边，随便一拍手就有‘几万
蚊’——满手都是死蚊子。”1984年7月，我
市对南桥河实施整治工程，将两岸的赤坎
糖厂、湛江造纸厂等工厂的污水纳入排污
管道，整治后的南桥河河水变清。

今年国庆节，湛江湾璀璨的烟花给市
民留下了难忘的夜晚，要换作8年前，这番
景象就要大打折扣了。当地人也许还会记
得，海湾上密密麻麻的鱼排触目惊心。
2011年12月，市政府开启港湾清障行动，
仅半年，湛江湾内数以万计的网箱、鱼排、
蚝桩一个不留。2012年10月，整治后的金
沙湾海滨浴场“从黑变白”，向公众免费开
放，告别了湛江市区无海滨浴场的历史。

赤坎北桥河曾被市民比喻为“露天粪
坑”，直到创卫才被彻底整治，更是创下了

我市治水速度之最。从2011年12月市政
府专题会议算起，1个月治好工业污染源，3
个月清空直排污水的养殖场，6个月达到
人大评议“满意”效果，1年时间全面完成整
治任务，还河于民。如今，北桥河沿岸高档
住宅扎堆，市民推窗见绿。

2005年2月，湛江城区首家污水处理
厂——赤坎水质净化厂投入运行。短短十
多年，污水处理设施进城下乡，遍布镇村。

跨界河流的整治难度巨大，但目前也
取得了显著成效。吴川小东江，在上世纪
50-70年代，由于上游茂名石化产业的排
污，变成名符其实的“火水河”。“说出来怕
你不信，河面的浮油拿打火机一点就着。”
甚至到80-90年代，还经常发现污染事故，
给下游吴川造成影响。2014年，该河被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列为重点督办的全省重点
治理的四河之一。经过上下游联防共治，
小东江水质明显改善，重返粤西鱼米之乡。

鹤地水库是湛江人民的“大水缸”，其
源头在广西玉林，是典型的跨省（区）河

流。为保障九洲江流域特别是下游湛江人
民的饮水安全，2014年 8月，在粤桂两省
（区）主要领导的推动下，《粤桂九洲江流域
跨界水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开启
跨省联合治水的新篇章，打造了小流域联
防联治的典范。如今，九洲江—鹤地水库
水质稳定向好。

环保地位空前 环保人初心不改

“环保”这个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都是比较晚才被提出。1972年6月，“第一
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
开，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是环
保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的开端。中
国的环保事业也在那一年正式起步。

湛江地区环保机构的前身，是1973年
成立的湛江地区“三废”治理领导小组，之
后历经地区环保办、市环保办、市环保局等
演变，1996年5月，市环保局才升格为正局
级机构。

1986年1月，李斌从海南地质局调回
吴川县环保办，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朋
友们取笑他说：“你怎么跑去扫垃圾呢？”原
来在当时，群众对环保没什么概念，以为环
保和环卫差不多，就是“扫垃圾”。

“现在不同了，中央和国家非常重视环
保。群众的意识也强了，社会对环保的期
望、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度很高，环保人的地
位也高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
总布局；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
自2015年开始实施；2016年开始中央环保
督察；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等三大攻坚战。

在加快经济振兴发展的同时，湛江坚
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高水平的
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人民群众谋好生态福祉，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环保人
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不能变。”

看着自己参与整治的北桥河，成为一
道流淌的风景线，李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他相信，未来湛江的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智
雅 戴李春）国庆节前夕，雷州西湖街道城
角仔村老农黄忠胜终于舒了口气，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内，村民们反映了40年余年
的“垃圾渠”得到有效整治，他为政府相关
部门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雷州市城角仔村40年余年
的“垃圾渠”，实指雷州市环城北沟的城角
仔村段。该沟渠原先主要承载着附近沿
线群众的农作物灌溉以及生活污水排放
等功能。但多年来，由于管理缺位，个别
村民经常将生活垃圾固态的建筑垃圾等
抛入其中，导致渠道不畅、污水积累没有
流动性，产生臭味扰民。

“我家门口就对着这条沟渠，经常看
到一些不自觉的群众将垃圾杂物等都扔
在河道，导致此渠数十年都成了垃圾渠。”
20多天前，城角仔村年近八旬的黄忠胜
说，“生活在此沟渠沿线的群众备受困扰，
特别在夏天，蚊蝇乱飞，恶臭阵阵。”

黄忠胜说，数十年来他们为了此
事，多次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但效

果甚微。这次，他们抓住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契机，积极反映此事。这次事隔
20 多天后，政府动真格进行大力整
治。黄忠胜说，连日来，相关部门出动
了大批机械、人工等给予整治，垃圾渠
完全变样了。”

原来，就在20多天前，接到情况反映
后，雷州市对城角仔村段垃圾渠的问题高
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探讨整治方
案，并具体制定了整治措施，同时责成有
关部门开展了整治行动。9月26日，记者
在城角仔村桥头处的现场看到，清理人员
手持铁铲正在认真铲除淤泥。此外，两部
大型挖掘机械在旁边进行作业，对渠底部
进行挖掘清理。

据该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整治内容是对该市环城
北沟河床进行清表清淤，其中城角仔村段
的“垃圾渠”长达1公里多。20多天来，整
治行动每天出动大型挖掘机6部，运输车
辆10辆及10多人，连续奋战，在国庆节前
完成对城角仔村段清理整治。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陈超铭）知耻而后勇，作为遂溪县北坡镇
最古老的村庄之一白沙江村，外出乡贤
与村民齐动手清理村场垃圾，经过两个
多月的“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这个古
老村子首次展现出新容新貌。

日前，记者沿着290省道来到这个
有500多人的村子，看见上百村民正在
运沙推泥填窟窿，平整梳理村场，整个村
子由于拆除了所有牛栏猪舍及危房，清
理了所有堆积的垃圾瓦砾，显得开阔和
整齐清洁，让人耳目一新。

白沙江村是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
老村庄，白沙江清流从村南汩汩而过，故
名白沙江村。以前村民卫生意识淡薄，
屋前屋后村边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问
题比较突出。村民都说，自清朝以来白
沙江都没真正清理过垃圾了。

今年以来北坡镇掀起“三清三拆三
整治”行动，各村纷纷“拆”出新面容，白
沙江村民看在眼里，也觉得脸上无光。

镇委镇政府趁热打铁，进村动员村民的
同时，也动员在外的众多乡贤回村带头
整治人居环境。于是，白沙江村成立人
居环境整治小组，从今年七八月开始，回
村乡贤与全体村民一齐动手，投工投劳，
每天动用两台挖掘机、三辆汽车，拆除牛
栏残墙破屋48间，清运垃圾300多车，
平整道路，梳理杂木。乡贤捐款20万
元，拆残去旧后，开始修路种树，绿化亮
化美化。

“我们是‘知不足而奋进’，所以效果
明显，让白沙江首次干干净净见人。”村民
小组长袁华仔得意地笑了。他说，为了这
次“历史性”垃圾清理大行动，该村外出创
业的10多位老板都回来搞清洁了，两个
多月时间把堆积了几百年的垃圾全部清
理掉，拆掉牛栏猪舍，村子从来没有这么
干净过。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全面村道硬
底化、村场绿化亮化建设，还准备围绕白
沙江建全镇第一个村级湿地公园，齐心协
力建设一个生态美丽的宜居乡村。

本报讯（记者符安平）为了加强对
遂溪火龙果种植户、流通户、加工企
业、农村电商等相关人员的市场指导
和服务，近日，遂溪县火龙果产业发展
培训班在洋青镇举办，将陆续在全县
范围内举办10—15场火龙果产业发展
培训班，推进遂溪县火龙果销区采购
商队伍和产区经纪人队伍的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遂溪县火龙果种植面积逾
5.1万亩，年产鲜果10万吨，鲜果年产
值达5亿元以上。近年来，遂溪县委县
政府把发展火龙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主要抓手，紧抓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机遇，加快遂溪火龙果特色优
势产业建设，致力把火龙果打造成为
富民兴村的产业。在遂溪，“公司＋合
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已被推广开来，
遂溪现代农业产业园实施主体在当地
形成良好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多人投
身到火龙果产业中来，共同为遂溪火

龙果产业谋发展。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富民兴村三年行动方案精神及
省农业农村厅推动农产品市场体系建
设的要求，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12221
行动计划。9月27日，遂溪县有关部分
邀请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秦永华、字节跳动扶贫培训运
营经理丁福林、一亩田联合创始人刘志
嘉、为火龙果种植专业户、火龙果流通
户、经纪人、农村电商及相关负责人等
200多人讲课。

遂溪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开展培训是探索遂溪火龙果市
场体系建设‘12221’行动的重要部分，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采购商与经纪人两支
队伍建设、销区与产区两大市场建设、

“走出去”和“引进来”两场活动、火龙果
大数据平台建设等工作，助力遂溪火龙
果实现品牌打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
品种改良、农民增收等一揽子目标。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黎国
伟）国庆节期间，遂溪县杨柑镇龙眼
村进行清理河道疏通工程，4台钩机
分别在河道两岸旁边清理杂树杂物
和淤泥，有力地推动当地农田水利建
设和乡村振兴，更好服务村民群众。

据了解，龙眼村是省定贫困村，19
条自然村，人口 6923 人。长期以来，
该村河道没有得到疏浚，每逢雨季，雨
水汇聚河道，导致河水涨溢漫到农田，
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严重影响贫困户
农业经济收入。为了推动农业发展、
农田水利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龙眼
村召开村民大会，全村一致同意利用
农田建设使用资金进行清理河道疏通
工程。工程难度大、时间长、涉及自然
村多，河道疏通工程涉及大湾、岭仔、
麦老、龙眼山、溪角、水尾、草南、草北、
金泉9条自然村，全长8000米，投入资
金40多万元。

据介绍，今年以来，龙眼村重视民
生，龙眼中学门前长达 800米道路硬
底化近期已竣工，极大地方便学生、村
民群众的出入。下一步，将大力整治
龙眼墟市场周边环境卫生，将投入资
金建设龙眼墟市场的道路硬底化，建
设排污工程，让村民群众拥有一个整
洁干净的龙眼墟新市场。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
伍超 陈悦）日前，吴川市王村港镇人
大组织本镇的市、镇共 41 名人大代
表，前往该镇米楼村开展“三清三拆
三整治”攻坚突击行动，打通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

当天，代表们和村干部、群众以及
志愿者踊跃参与这次攻坚突击行动，
同心协力清理村民房前屋后杂草杂
物、朽木枯枝、荒废砖瓦，平整村道路
基，仅大半天时间就让米楼村“旧貌变
新颜”。

参加这次攻坚突击行动，是该镇
人大代表结合主题教育为民服务解
难题的一次实践。看到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村民喜笑颜开。

老环保人眼中的城市嬗变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党报记者进百家

本报记者 林宇云

雷州老农“前弹后赞”感谢环境整治

城角仔村“垃圾渠”变了样

碧水蓝天、朵朵白云将港城的天空点缀得格外美丽。 本报记者 张锋锋 摄

乡村振兴战略

外出乡贤与村民齐动手

白沙江村首现新容新貌 遂溪请专家为农民“充电”

杨柑镇龙眼村全力清理
疏通河道

推动农田水利建设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吴川王村港人大代表

大型挖掘机械正在对渠底部进行挖掘清理。 通讯员 吴智雅 戴李春 摄

打造火龙果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