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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1月2日电（记者 段羡
菊 史卫燕 周勉）1月 2日《经济参考报》
刊发题为《救赎：洞庭湖 300万欧美黑杨
全砍倒》的报道。文章称，近 300万根欧
美黑杨倒下了。2017年 12月 31日，这是
中央环保督察要求湖南全部清理洞庭湖
湿地 9万多亩欧美黑杨的“大限”。根据

《经济参考报》记者对洞庭湖区一线砍伐
现场的了解，以及湖南省环保厅提供的
最新统计数据，洞庭湖核心保护区欧美
黑杨已经提前全部砍伐。

从当年以行政命令推动“疯狂种
树”，到今天不惜代价“全面砍树”，折射
了发展与保护这两股力量，在有“长江之
肾”称号的洞庭湖区的反复较量。这一
场轰轰烈烈的种树造林“大跃进”，以救
赎自然、回归原点结束，反映出地方政府
对“非粮”产业的培育，有着难以遏制的
行政冲动，其所带来的产业之痛发人深
省，湖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难题待解。

◆近300万根欧美黑杨倒下了

2017年7月底，中央环保督察在对湖
南的反馈中指出，洞庭湖区种植造纸经
济林欧美黑杨面积达 39.01万亩，其中核
心区 9.05万亩、缓冲区 20.6万亩，严重威
胁洞庭湖生态安全问题。要求2017年年
底前，将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内的杨树
全部清理到位。

记者一直追踪采访这场规模罕见的
砍树行动。位于湖南沅江市的南洞庭砍
伐现场，伐木工陈跃告诉记者，十几年
前，这里的树就是他们种的，现在，要以
每天七八百棵的速度“消灭”它们。

鸿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威也是本地人，2010 年开始陆续种植
了 4000 多亩杨树，是当地最大的杨树种
植户。“损失太大了，为了维护生态这个
大局，不得不配合行动。”李威苦笑着说。

汉寿县的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当
年因大种欧美黑杨被评为“造林模范”的
余青山，组织人马十天时间忍痛砍掉了
培育多年的欧美黑杨。

砍伐期间，洞庭湖区时常可见载满
欧美黑杨木材的船，马达轰鸣，使劲拖着
刚刚被人们砍下的或粗或细的杨树往外
运，这些木材最终将被运到浙江、山东等
地用于家具制造等。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梅

碧球告诉记者，砍杨树的阻力很大，他们
是以防汛抗洪的工作要求严厉推进。从
记者了解看，难点主要在于：解除合同难
度大，种植大户往往与乡政府、农场签了
合同；很多杨树办了林权证后被抵押给
了银行；业主转手多；杨树三年以下不
长，四年以后疯长，没成材的杨树砍伐损
失重，阻力大。

从高空往下看，砍伐后广袤的湖区
湿地像刚刚结束惨烈战役的战场……一
亩土地一般植杨 30 余根，总计近 300 万
根欧美黑杨，已经历史性退出洞庭湖。

◆“湿地抽水机”带来生态灾难

横亘湘鄂之间的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泊洞庭湖，是长江重要调蓄湖泊，著名的

“鱼米之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
势，洞庭湖还是我国首批列入《国际湿地
公约》重要湿地名录的7块湿地之一，被称
为全球不可多得的巨大的物种基因宝库。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外来物种的
欧美黑杨开始引入洞庭湖区，成为造纸
用林。它生长快，高大挺拔，林木蓄积量
多，每年洞庭湖涨水时，如果树梢被淹不
超过一周，就不会淹死，生命力超过本土
任何树种。

2000年之初，由于当时种粮效益低，
造纸厂扩产急需杨树，洞庭湖区开始出
现水田种树的苗头，新华社记者 2003 年
发出预警报道“警惕良田种树风”，引起
政府重视和社会关注后，被称为“杨癫
疯”的杨树种植之风，从洞庭湖区的水田
退出，却开始由垸内转向垸外，从沿岸向
洞庭湖深处“进军”。大量的洲滩荒地被
承包出去种植杨树，甚至连湿地保护核
心区也难免其害。

承包者往往肆意改变洲滩原貌，大片
砍伐洲滩上原生的芦苇，或直接排水种
树。更有甚者，用水泥桩将大片水面围起
来，排干水种杨树。南洞庭芦苇场政协联
工委主任胡远利对记者表示，“杨癫疯”的
危害是巨大的。欧美黑杨外号“湿地抽水
机”，在核心自然保护区大规模种植，严重
损害了生态，使得柔软的湿地日益陆地
化。为有利于杨树生长，造林的老板动用
挖机开沟填土，改变湿地土壤结构。使用
灭虫剂护树，恶化土壤安全。欧美黑杨树
密集的地方，候鸟无处安栖，老百姓称为：
树下不长草，树上不落鸟。此外，洪水季节

还阻碍行洪，影响防汛。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万献军也不禁

感慨万千，“开始就不应该到保护区来
种，我多次向当地反映情况，林业部门也
多次下文禁止，但这些种植大户搬出物
权法、合同法来，说这些法律比你《湿地
保护条例》厉害多了。”

◆“杨癫疯”源自牟利的合谋

欧美黑杨的疯狂扩张，源于洞庭湖
区曾经盛极一时的“林纸一体化”模式。
自上世纪末开始，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对
原材料的需求，一大批造纸企业纷纷以

“合同订购、预付订金”等形式在环湖区
县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

在那个追求 GDP、经济利益至上的
年代，地方政府扮演的是直接推动者的
角色。各县市几乎都制定了详细的欧美
黑杨发展规划，采取“政府出资奖励”“典
型引路”等方式大力推广。如果有乡镇
干部“种树不力”，还会被问责。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造纸企业、造林
大户以及地方政府“心心相印”。尽管有
许多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了种种异议，

“杨癫疯”愈演愈烈。
欧美黑杨的价值在2000年前后达到

“峰顶”，成材后每亩杨树价格可在5000元
以上。而在栽下杨树的前三年，地里还可
以兼种油菜、蔬菜、玉米等其他作物。它
们能额外带来每亩上千元的收入。

几年后，欧美黑杨的经济效益开始
急速下滑。原益阳森华林业董事长何运
才介绍，1996至1997年，用杨树制造的中
高密纤维板每立方价格能卖到 3800 元，
到了 2014 年只有 2000 元左右。那段时
间，洞庭湖区有25%左右的欧美黑杨被采
伐后没有再更新种植。

然而，最近一两年欧美黑杨行情又开
始呈现强势反弹的迹象。何运才告诉记
者，2014年因为贷款压力，自己将森华林业
卖给了吉林森工。“现在每吨木材800多的
价格尽管不能和1200元的历史最高价相
比，但也达到了2014年时的两倍，我后悔死
了。”何运才说，不管是做纸浆还是板材，一
些买家即使提前几个月付款，也拿不到货。

◆掠夺自然就要受到处罚

一场“树殇”给人们带来了洞庭湖保
护与发展的深思。2014年 4月，《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加上
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洞庭湖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

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洞庭湖生
态反而有恶化之势。“洞庭湖区生态环境
问题严峻。”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湖南反馈
情况时，一针见血，“与2013年相比，2016
年洞庭湖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 36.4%下
降为零，出口断面总磷浓度升幅 97.9%，
形势不容乐观。”

“靠湖吃湖”——不顾生态保护的发
展冲动，多年来，在洞庭湖区有强大的惯
性和依赖，“杨癫疯”只是缩影之一。

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
家李跃龙认为，可将洞庭湖区确立为“生
态保护特区”，每年按照全省GDP的一定
比例优先保障该“特区”生态建设的资金
需求，并将其常态化。同时，真正因地制
宜打响生态绿色经济牌。

“芦苇-芦笋”成功转型的例子或许
能够带来启示。2008 年之前，沅江市境
内 45 万亩芦苇全都只为造纸厂提供原
料。造纸厂因污染关停之后，沅江市政
府与湖南农大、湖南中医药大学等开展
研发合作，朝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方向
做大做强芦笋产业。

2016 年，当全市芦苇产值仍然维持
在几年前 1.4亿元的水平时，芦笋的产值
已接近 20亿元，而这还仅仅是每年 27万
吨野生芦笋其中十分之一带来的效益。

芦笋是芦苇的幼茎，每年从地下发
出新芽，一年可以发芽多次。对芦苇进
行合理适度的间苗采收，并不影响其正
常生长和繁殖，不影响生态，反而因为节
省养分，减小密度，有利于芦苇发育。

西洞庭湿地保护协会会员朱美丽家
四代打渔，曾经他也用地笼网、迷魂阵捕
鱼，用土枪打鸟。如今，生态环保理念吹
响洞庭后，这些传统的土办法都不允许搞
了，他也变成了环保志愿者。他告诉记
者，鱼儿数量在渐渐恢复，时常能看见鱼
在水面“飙”跃。看着湖区变得越来越美，
他希望将来能够参与生态旅游带动增收。

一场树殇，一曲悲歌。目前，一场前
所未有的洞庭湖治理专项行动正在开
展。保护洞庭湖的救赎行动警示人们，
掠夺自然的发展，必然会受到自然无情
的惩罚；保护自然的发展，才有可能得到
自然慷慨的回报。

300万根黑杨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

新华网北京1月2日电（记者 韩家
慧）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交通
强国、铁路先行的起步年。在新年的第一
个工作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年度工作
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犹记得，去年“复兴号”飞驰、互联网
订餐、动车组选座、智能验票进站、中转
接续换乘、常旅客服务、大站智能导航等
惠及你我。今年铁路建设将有哪些新突
破？

投产新线4000公里
2018 年，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基

础上，将完成以下主要工作目标：
在铁路运输方面，完成旅客发送量

32.5亿人次、货物发送量 30.2亿吨、总换
算周转量38900亿吨公里；

在铁路投资方面，全国铁路固定资
产投资安排 7320 亿元，其中国家铁路
7020亿元，投产新线4000公里，其中高铁
3500公里；

在铁路经营方面，实现铁路运输总
收入 7458亿元，多元经营营业收入 3200
亿元。
打造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旅行生活”

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被誉
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今年高铁与互联
网又将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据了解，中铁总将进一步完善经营
机制，开拓运输产业链延伸服务市场，积
极发展互联网订餐、网上商城、旅游酒店
等旅客出行关联业务，加快推进站车
Wi-Fi、“高铁+共享汽车”等项目，打造高

铁网与互联网“双网旅行生活”。
购票出行更便捷

高铁逐渐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复
兴号”更是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国之重
器”。

2018年，中铁总将发挥高铁网效应，
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开行范围；建立以
大数据为支撑的动车组列车产品设计和
票价调整机制，全面推行周“4+3”开行组
织模式；拓展互联网售票系统功能，探索
提供预约订票服务，推行电子客票，推动
客票销售进农村乡镇；推进常旅客体系
建设，增加接续便捷换乘车站数量，延伸
售票窗口服务功能，打造铁路客运特色
服务；落实“厕所革命”要求，整治站车环
境，提高旅客出行体验。

打造精品、智能铁路工程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化“强基达

标、提质增效”，2018年，中铁总将以“精品
工程、智能京张”和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为
重点，打造一批精品工程，确保从设计水
平、建造质量到运营功能整体达到系统最
优，树立中国铁路建设的典范和标杆。

构建铁路国际物流体系
2017年，中欧班列共开行3600列，超

过 2011 年至 2016 年六年开行数量的总
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成果。

2018 年，中铁总将继续扩大中欧班
列开行范围，提高班列开行质量和效益，
积极开发国际邮包、电商快件、冷链运输
等高附加值货源，吸引更多跨境货源。

同时，推动中老铁路有序实施，推进
印尼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
线开工建设和中泰铁路项目一期工程建
设，稳步推进铁路走出去。

2018年铁路有啥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