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梵净山脚下的印江自治县，生态优美，环境怡然。盛夏，行走印江大地，四周青山环
抱，邛江河横贯全城，绿水微澜。山水风光浑然天成，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绿色，是印江的底色。奏响“绿色发展”的时代强音，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印江自治县根据省委省政府、铜仁市委市政府要求，大力实施大生态战

略行动，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在生态文明
建设上出新绩。

印江：梵净山脚下 青山绿水长
蔡茜

张明生是印江自治县缠溪镇周家坳村人，2018年，靠
养蜂他摘掉了多年的“贫困帽”。汽车一路往山下驶去，到
达周家坳村村委会，再向半山腰前进，张明生家就在通村
路旁。他的养蜂基地，则在房屋旁的树林下。

2016 年，张明生利用缠溪镇党委政府免费提供的 4
桶蜜蜂，开启了他的“甜蜜”事业。今年，他家养蜂
规模达到 160 桶，可采 1600 斤蜂糖。“如果按 100 元一斤
销售，产值有 16 万元。”张明生乐呵呵地说。

冷水溪村野生菌保育区，海拔高达 1000多米，空气湿
润，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是种植仿野生菌的绝佳之地。
走进基地，只见一朵朵大小各异的杏鲍菇在地里撑起小
伞，好似害羞的姑娘，长势喜人。目前，该村发展杏鲍
菇、竹荪、羊肚菌等仿野生菌 350 亩。林下经济新模式，
正为印江群众带来致富新机。

“冷水溪村森林资源丰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适宜野生菌种植。”村党支部书记敖阳信心满满，十分
看好仿野生菌产业的发展。他说，仿野生菌种植基地，每
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十多万元。

当前，该县建立了以冷水溪村为主，周边 13个村为辅
的野生菌保育基地共 11500余亩，辐射带动全县开展野生菌
产业商品化示范推广。

印江自治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高品质、低
成本、生态化”技术路线，抓好林下食用菌发展扩总量。
截至目前，印江已完成林下食用菌种植2200余亩。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印江自治县板溪镇大坪村时，
山谷间便间隙传来鸡鸣声声。“鸡管家”张波在打鸣声中准
时起床，便赶往“鸡别墅”查看情况。

“每天都要去看一下，心里才踏实。”自三月份接管大
坪村林下养鸡厂以来，产业效益逐步提升，再苦再累也值。

2017年，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板溪镇通过把农

林牧水支部建立在产业基地上，成立坪底村富民联合专业
合作社，采取“党建+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发
展林下养殖。

张波说，通过村入股、能人带动，镇技术专家统一育
苗、管理，提供技术服务，合作社统一销售的模式，坪底
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

几年过去，该村林下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年出栏跑山
鸡达上万羽，销售鸡蛋十万余枚。”前不久，合作社刚刚与
印江职校签订购销协议，并与县城多家餐馆签订售卖合同。

产业领办人张波，计划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村民
留下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富民产业。

数据显示，2020年，印江林下养鸡出栏 88万羽，禽蛋
产量约 1300吨，产值 6000余万元；2021年林下养鸡拟出栏
95万羽，禽蛋产量约 1400吨，产值6500余万元。

一串串闪光的数字，见证了印江林下养殖产业的迅速发展。

林下经济释放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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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印江自治县罗场乡岭峰村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大山深处的岭峰村人，只得靠砍伐森
林烧炭为生。如今，护林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责任。

岭峰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沟壑纵横、林多地少、土
地贫瘠，人均耕地仅一亩出头，仅靠耕田垦土，难以维持一
家人的生活。守着一片绿水青山，却过着贫穷的苦日子。为
了谋生，当地人不得不对森林“下手”，以木为材，开窑
烧炭。

就这样，乡亲们开始选窑址，运木材，木头一根接一根
地被丢进窑基里。经过烧制，一颗颗乌黑的干炭“出炉”，
等到赶集时，村民再肩挑背驮，翻山越岭，运到数公里外的
集镇售卖。

上世纪 80 年代，村民把村里的山林承包下来，按照
“四六”比例分成，烧炭者占大头，大家干得比以往更卖
力，岭峰村人实现了靠山“吃山”的日子。然而，森林却犹

如“失血”，加速减少。
“一窑炭需烧一个星期，能烧出 1000斤左右炭，但需要

3000斤木材，”在村民代方会的印象中，1000斤炭差不多要
砍光四分地的山林，而一斤碳只能卖几毛钱。烧炭虽能糊
口，但代价太大，钱也没挣到多少。

渐渐地，原本茂密的森林因砍伐变成光秃秃的山头，刺
痛岭峰村人的心。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现象，导致山洪时常
爆发。村民这才意识到大自然的惩罚。

2003年 1月 20日，《退耕还林条例》 正式施行。岭峰村
许多荒地陆续被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开始植树造林，由国家
向退耕农户提供种苗和造林补助费。

自此，炭窑全部依法关闭，开始封山育林，光秃秃的山
林迎来转机。

2018年 7月，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申遗”成功。2019年
1月，《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地处梵净山世界
自然遗产地核心保护区的岭峰村，护绿责任更加重大。村党
支部书记廖家鹏时常拉着村民学习条例内容，动员乡亲保护
好家乡的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同时，该村还成立护林
队，代方会是成员之一，作为一名党员，他主动担当起绿林
的“守护者”，希望为岭峰村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宝
库”。

“山中岁月长，林深不知处。”为了村子实现可持续发

展，2017 年，岭峰村把退耕还林与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相结合，发展了 300 亩板栗、60 亩黄桃、90 亩银杏树等产
业，彻底摘掉产业空壳村的“帽子”。村民不仅可以在家务
农，还可以到基地务工，劳动力得到彻底释放，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

仅 2019 年，岭峰村退耕还林 500 余亩，政策补贴 15 万
余元；公益林 17300余亩，补贴 18万余元。通过“养山”实
现“靠山”，村寨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荒山披上绿装，山
泉直奔谷底。

岭峰村的转变，是印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

绵 绵 用 力 ， 久 久 为 功 。 当 前 ， 印 江 林 地 总 面 积 为
124776 公 顷 ， 森 林 总 面 积 125248 公 顷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4.79%，林木绿化率 64.83%……一串串喜人的数字，书写
着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护绿植绿发展新篇章。

护绿植绿建设绿色家园

夏日的朗溪镇三村村，碧空如洗，青山秀美，远离城市
的喧嚣，干净宽阔的通村路直抵村尾，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
院拔地而起……一幅美丽乡村的面貌，在三村村生动演
绎着。

然而，几年前的三村村，垃圾横流，臭气熏天，群众怨
声载道。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三村村创新开设“爱心超
市”，针对本村辖区居民，按照“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百
姓受益”的原则，秉持“爱心扶贫、正确引导、全民文明”
的理念，建立“以奖代补、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奖励机
制，鼓励全村群众保护环境，爱护卫生。

行走在三村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各类红色标语引人
注目。

为了形成有效的村民自治制度，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
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后，相继推出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的
《三村村村规民约》、《干群公约》等。

“国有法，家有规。守法度，不可违……”
“讲道德，行为美。有礼貌，敬长辈……”

“人间情，如鱼水。善交友，勿虚伪……”
《三村村村规民约》 以三字经的形式，分为遵纪守法

篇、文明风尚篇、家庭邻里篇、人际关系篇，读起来朗朗
上口。

三村村村规民约制度，是印江自治县建立绿色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

2020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 《长江十年禁渔令计
划》。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印江自治县公安局、人民检察
院等部门，持续开展禁渔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
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前不久，县人民检察院对禁渔期非法捕捞河鱼的两名男
子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获人民法院支持判令两
名男子投放价值 1.6万元 5万余尾鱼苗，进行渔业生态修复。

2020年 5月 3日 22时许，家住思南县凉的杨某某，驾驶
车辆前往印江自治县杉树镇大坪村过路塘组河中以电鱼方式
捕捞各类河鱼 2.2公斤。2021年 4月 1日，被江口县人民法院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 6 个月，并于
2021年 6 月之前完成价值 6000 元的鱼苗投放，进行渔业生
态修复。

2020年 5月 23日凌晨零时许，家住印江自治县的陈某某
使用电鱼机在中兴街道中坝村中坝加油站后的河内捕捞河鱼
2斤，12月 23日被江口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
拘役三个月，缓刑 6个月。同时，就其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
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登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并于 2021年 5
月份之前完成价值 1万元的鱼苗投放，进行渔业生态修复。

铁腕整治，毫不手软。民心所望，施政所向。

为守护好印江的母亲河，印江自治县出台《印江河保护
条例》、印发 《环境保护“党政同则、一岗双责”责任制考
核办法》 等，通过“民心党建+河长制”模式，县乡村三级
河长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巡河工作，各河流党总支、联合
支部积极发挥组织堡垒作用，扎实开展巡河护河行动，140
个涉河村均把河长制工作纳入《村规民约》内容，发挥村民
自治作用，全力确保流域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县水务局副局长谢振锋说，“‘十三五’时期，印江投
入资金 2亿元，完成了 33.54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河道综合治理 42公里，倾力打造‘生态印江、水美
印江’，为印江儿女创造一个宜居宜游的生活环境。”

厚植绿色底蕴，筑牢绿色屏障。印江加快推进绿道、绿
城、绿水、绿村、绿园、绿景“六绿”攻坚行动。

近五年，印江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治理岩溶面积450.4平
方公里，治理石漠化面积 190.34平方公里，总投资7000万元。

如今，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印江永续发展的绿色
动能。

绿色制度构建绿色屏障

绿色城市生态美。 吴海 摄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珍稀鸟类栖息。 张正能 摄

印江缠溪镇林下仿野生菌种植基地。

印江河畔。 左禹华 摄

印江书法广场一角。
左禹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