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系 色绿

“这两年金紫山没有发生火灾了，火窝
子的火终于被灭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3日，一位村民说。

丁强兵接话：“我们的愿望还没有实
现。等到金紫山被打造成旅游景点时，愿
望才真正实现了。”

采访当日，晴空万里，蓝天如碧玉一般
澄澈，与远处的青山，山脚翠绿的水稻，及
近处的绿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画
面。站在顶峰，赤壁和嘉鱼的长江尽收眼
底。

“多么好的山，多么美的景，怎能不好
好开发，怎能不被世人知晓。”正因如此，丁
强兵注册成立了湖北源头山生态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预计总投资2.5亿元，将金紫山

及周边区域打造成一个美丽田园综合体。
丁强兵介绍，该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

内容为：发展楠竹基地1万亩；新建生态农
业基地1000亩，年产蔬菜400吨、水果60
吨、油菜40吨、茶叶2吨；开发罗汉寺及仙
人洞天然溶洞建设；新建两个星级民宿，铺
设旅游观光步行道9公里。

建设期限为2017年—2020年。项目
分三期建设，一期于2017年8月开工，投资
额8000万元，2018年底完成投资，初步具
备旅游能力；二期于2019年初开工，投资
1.2亿元，建成后具备大中型旅游团接待能
力；三期投资5000万元，进一步完善景区
功能，达到3A旅游景区标准。

途中，我们偶遇崇阳市民高先生。他

称，金紫山主峰700多米，山顶有凉亭，眼
前有美景，是露宿观星赏月的好地方。“期
待金紫山的蜕变。”听闻金紫山的发展规划
后，高先生说。

目前，金紫山山间公路路基已修好，路
两旁栽种绿化树苗35000棵，为带动生态
旅游埋下伏笔。我们看到，一座绿色银行
正在三山村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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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山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七十年
代时，金紫山是政府林场，近一万亩的山脉
上茂密地生长着各类树木和竹子。有一
年，林场突发山火。经过众人努力，火势得
到控制，但烧毁的树木没有补栽。

此后，金紫山每年都发生山火，山上的
林木越来越少。到八十年代末，林场彻底
消失。金紫山变成了荒茅山，发山火的频
率也高了，火势也更加难控制。

2014年的一场山火，三山村的村民们
终生难忘。这场火烧了一个星期，火势蔓

延到了赤壁。警民日夜奋战，才将大火扑
灭。

回想起过去扑山火的日子，丁强兵无
限感慨。山火多发时节，没日没夜地巡山，
太困了就睡在路边上；大年初一，早饭都没
有吃，就去山上；山火一起，更是心力交瘁
……

金紫山的对面有座山，被称为南山，层
层叠叠的绿意，深色浅色，错落有致，美不
胜收。有这些树当保护伞，这座山从未发
生过山火。这一切都得益于丁强兵。

1998年以前，南山上只有少量的树木
和竹林。在深圳闯荡多年的丁强兵，深知
植树造林的好处。1998年，他放弃深圳的
事业，回到家乡，在南山扭转了230亩山
地，种树种竹。20年间，他在南山植树造林
3000亩，带动村民植树造林7000多亩。

他认为，只有像南山一样开荒植树，才
能改变北山火窝子的现状。丁强兵暗下决
心，一定要让金紫山改头换面，让它变得和
南山一样美丽，让它成为一座能创造财富
的山脉。这正是三山村村民所期望的。

2011 年，丁强兵开始践行誓言。当
年，他自己承包1000多亩山地，投入16万
元，聘请 300 余名村民，栽种楠竹 6000
株。从 2012 年到 2015 年，他又承包了
1000亩山地，栽种楠竹、湿地松、枫香树等
数万棵。

植树造林是一件辛苦事。这几年，丁
强兵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四点起床，简单吃
过后就上山，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他
的皮肤比以前更黑，手上的老茧比以前更
多。对于吃过的苦，丁强兵轻描淡写，却很
乐意讲村民主动参与造林的事。

52岁的刘五明是丁强兵聘请的工人，
主要负责栽树和抚育幼苗。2013年，他对
丁强兵表达了承包荒地种树的想法。丁强
兵很支持，帮助他流转了100余亩地，还帮
助他购买了树种。当年，这100余亩荒地全
部种上了树。刘五明说，今后他每年将会有
2万元的纯收入。

48岁的邹伟新是三山村一组组长。他
也流转了七八百亩荒地。邹伟新说，每年
金紫山发生火灾，火势就会蔓延到一组，一
组栽种的树苗就会被危及。因此，他要为
金紫山的复绿出一份力。

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荒山造林，
每亩补贴500元。丁强兵向全村村民做起思
想工作，劝他们都加入到造林队伍中，让金紫
山回到童年记忆里的苍翠欲滴，还荒山一片
绿，为子孙后代造福。

三山村有10个村民小组，2400多人，
在他的带领下，一大半村民都流转了荒
地。周边横山村、仙坪村的村民也主动要
求流转荒地，自筹资金，栽种楠竹2000棵，
荒山造林面积500多亩。现在，还有不少
村民找丁强兵要荒山，但近万亩的金紫山
已全部流转完，并且都种上了树种。

带领村民植绿近万亩

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

誓为火窝子披上绿装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绿满西外环
鸟瞰风景如画的城区西外环，道路两侧树木葱茏、满

目苍翠，犹如一条绿色玉带，镶嵌在城市边缘，令人赏心
悦目。

城区西外环起于咸安浮山三班口，与南外环相接，止
于巨宁大道，全长7.4公里。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从

去年开始，我市先后投资3000 多万元，对西外环两边山体
和路面进行全面绿化，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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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崇阳县桂花泉镇三山村有
座山，名叫金紫山，又名北山。
村民们称它为“火窝子”，因为
山上杂草丛生，每年要发两三
次火。

三山村有位党支部副书记
叫丁强兵。村民们称他为“绿
色书记”，因为他带着村民荒山
植绿，金紫山已有两年未发过
山火了。

“植树造林，开山修路，未
来的金紫山将被打造成一个美
丽的田园综合体。”3日，站在紫
金山山顶，48岁的丁强兵畅聊
金紫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通城县

规范规模化畜禽养殖
本报讯 通讯员明聪报道:5日，通城县召开禽养殖

场整顿工作会。会议通报了全县畜禽养殖行业现状，安
排部署了全县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具体工作。

会议要求，今年主要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为重点，对
实行备案制的养殖场限期三天完善环评备案，对实行审
批制的养殖场限期一个月完成环评报批，完善环保手续
后，由县畜牧局指导各养殖场编制整改方案，限期两个月
建成符合环保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并通过县环保局、畜
牧局联合验收。

会议强调,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整顿工作是当前
该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步。全县77家养殖
场是这次清理整顿工作的责任主体，必须不折不扣落实
整改任务。县畜牧局作为牵头单位，要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环保”的工作要求，积极主动为养殖场做好业务指导。
县环保局、农业局和公安局要密切配合，严格执法，依法
查处一批环境污染案件，并通过媒体曝光，形成整顿工作
的高压态势。各乡镇和村两委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
整改不力的养殖场依法报县人民政府关停取缔。

通山

掀起绿色产业发展热潮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方梅红报道：10日，笔者从

通山县招商局获悉，该县绿色招商又结硕果，该县当日在
武汉召开绿色产业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
6个，吸引资金23.8亿元。

该县坚持“山通水富、绿色发展”产业目标，围绕机械
制造、电子信息、新型能源、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等五大
绿色低碳产业，加大招商引资，为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注入
新动能。

据悉，此次签约的6个项目涉及现代农业、生态旅
游、新能源、有机茶等领域。县招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绿色产业集中签约，是该县立足本地优势，主动谋划
的成果，有利于提升山水开发的科学性和质量型，促进绿
色产业遍地开花，优化升级。未来该县将进一步加大低
碳工业、文化旅游、田园综合体、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等项
目招商力度。

据悉，今年来，该县新引进绿色生态、低碳循环产业
项目超过25个，掀起了绿色招商、生态发展的热潮。

嘉鱼县鱼岳镇

关停14家叉尾鮰养殖场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为保证三湖连江保护

行动有序推进，我们对周边的14家叉尾鮰养殖场进行了
关停。”10日，嘉鱼县鱼岳镇干部吴昊介绍。

近年来，由于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场选址
不够合理、养殖户环保意识不强、粪污处理成本高等原
因，畜禽养殖污染已成为湖泊污染的重要来源。

为此，该镇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关停拆除与达标治理并举，重点督
查与全区域推进相结合，强力推进三湖连江保护工作。

该镇一方面建立有关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治理工
作的强大推动力；一方面围绕富民增收加强引导，多措并
举进一步拓宽转产转业渠道，确保退养户顺利转产转型。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

开展“清废行动2018”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阮锦报道：10日，咸安区浮山

办事处龙潭村移民新村、胡腊西巷、铂金公馆旁、孝子
山、新村移居点等地共清运生活及建筑垃圾达295吨。

自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于5月下
旬开展“清废行动2018”专项督查以来，浮山办事处高度
重视、积极配合督查组督查，党委带领城管、各村（社区）
书记第一时间对整改地点实地查看，辖区内16个村、社
区积极行动，针对发现的问题迅速行动，立行立改。

截止7月11日浮山办事处已全部完成整改并销号，清
理建筑、生活垃圾达1268吨，市级固体废物达6380平方米。

下一步,浮山办事处将组织各村、社区开展自查自
纠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沿河沿湖、道路沿线以及其他管
理薄弱区域，对发现的固体废物堆存点要分类做好清理
整治工作，营造“碧水蓝天、清水绿岸”的良好生态环境。

赤壁

推动茶产品创新研发
本报讯 通讯员洪华敏报道：近日，“赤壁青砖茶专

用原料生产绿色防控”院士科研推广项目落户赤壁。据
赤壁市茶产业发展局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将针对赤壁青
砖茶产区的实际情况，开展科学研究并示范推广，致力
于开发四化(功能化、便捷化、时尚化、多样化)产品，推出
各种办公茶、居家生活茶、宾馆接待茶等40余款产品。

近年来，赤壁市严抓茶产品质量监管，推动创新研
发。该市茶发局专门组建了赤壁市青砖茶科研所、茶叶
市场开发中心和12名公益性人员组成的特产技术服务
中心，承担该市茶产业科技推广工作，承接茶叶降氟实
验、品比实验、“绿色防控”和“两减一增”等实验项目。

该市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茶科所、省科技厅、
省农科院、省果茶所、武汉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

“产学研”合作，开展产品的精深加工。
据统计，该市现有茶叶基地16万亩，年总产量4.1万吨，

其中砖茶3.9万吨，年产值1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4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