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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百姓获红利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提升， 池杉
湖成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目前有鸟类 106 种，数量最多时超过 10
万只。作为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池杉林，
池杉湖湿地公园赢得了“百鸟天堂”的美
誉，附近的农民放下锄头，进入园区，变
成船工、园丁或导游，守护着湿地公园，
更守护着迁徙的候鸟。

雷官镇杨渡村村民许志平今年 55
岁，已在湿地公园工作 11 年。 “家里 20
亩地， 以每亩每年六
七百元的价格流转给
湿地公园。 我在园区
负责游船调度， 每月
收入五六千元。”许志

平欣喜地说，以前这里是一片低洼地，经
常遇到涝灾，粮食收成就会打折扣，现在
工作环境舒适，收入不仅稳定，而且是以
前几倍。 “这里生态越来越好，环境越来
越美。我每天都很自豪地向游客说：这是
我的家乡！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跨省景
区，池杉湖湿地公园不仅为安徽流转土地

的群众解决安置问题， 也为江苏
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晨曦微露，六合区程桥
街道金庄村村民俞乾
国经过景区东大门 ，
来到安徽一侧的湿地

核心区上班。他虽然年近古稀，却精神矍
铄，作为一名船工，每天开电动船载着游
客欣赏旖旎湖光。多年在景区工作，他对
一些鸟类的习性了然于胸， 还能为游客
担任临时讲解。 “我的家就在皂河边上。
以前两省交界地带道路泥泞， 现在两地
都在湿地公园周边修好了公路， 方便游
客自驾前来游览。 有些乡亲在景区外围
陆续办起了农家乐， 这里真是一年一个
样。 ”俞乾国说。

在池杉湖湿地公园，像许志平、俞乾
国这样来自皖苏两地的务工者有 100 多
人。 赵年生说：“多年来，湿地公园不仅有
效带动了周边农民就业和增收，它更像一
根纽带， 将安徽和江苏紧紧联系在一起。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推进，池杉湖
湿地公园成为皖苏两地政府和政府、企业
和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参
观交流、洽谈合作的重要平台。 ”

一个跨省景区的“一体化”样本

红色星火闪耀时代光芒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咚，咚，咚……”近日，“钟”声从郎溪县毕桥中学的一角响起，
盘旋回荡，应和着叽叽喳喳叫不停的鸟鸣。细细看去，“钟”好似一块
碎裂的铁制蛋壳。这块经历烽火岁月的炮弹散片，声声催促，激励着
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珍爱和平、不负光阴、奋发读书。

“学校是新四军第四兵站旧址，当时兵站就设在当地村民的酿
酒槽坊内。”指着教学楼墙上的巨幅新四军各兵站分布图，毕桥中学
老师唐清平侃侃而谈，“这里是新四军总部与苏南之间重要的秘密
交通线，曾护送过谭震林等同志前往苏南。 ”

据了解，新四军第四兵站是新四军总兵站的派出机构。 为了沟
通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与皖北、苏南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新四军
总兵站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一共建立了 6 个兵站，主要任务是运送
物资、传递情报、保卫护送新四军来往人员。

而今， 中共毕桥镇委党校主教学点设在毕桥中学校址内，党
性教育点设在蒋顾村夏雨初烈士墓园。 深冬时节，夏雨初烈士墓
园内，苍松翠柏静默，无声胜千言。 “我们充分发挥本地红色资源
优势，结合本地新四军第四兵站、夏雨初烈士墓园、陈文纪念园等
红色文化遗址，进一步打造毕桥镇‘三地一园’。 ”毕桥镇党委副书
记罗朴乐说。

红色传承，星火燎原。来到郎溪县涛城镇黄墅村沙桥中心村，村
口彩色墙绘栩栩如生，整洁的道路径直通向村庄最南端的“沙桥特
别支部”旧址，屋内桌椅古朴，还是支部召开会议时的旧貌。“沙桥特
别支部是郎溪最早成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是全县红色教育及研学
旅游的重要基地之一。 ”63 岁的村民周伦海娓娓道来，“多年来，郎
溪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党员前来缅怀先烈。 ”

走进涛城镇大佛山养心谷， 清末旧宅改造的红色文化纪念馆
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老物件”———抗战期间的旧报纸、手动发电
机等，让人目不暇接。“我们建有郎溪历史展、像章展、文献展等 7 个
主题展厅。”大佛山养心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胜介绍，红
色文化纪念馆目前已接待研学游客约 3 万人次， 社会团体散客约
26 万人次，并于 2019 年获“省级研学游基地”称号。

“我镇将围绕中共郎溪特别支部———沙桥支部、中共广郎中心
县委旧址———永盛磨坊、大佛山红色博物馆等红色文化，激活红色
旅游‘一池春水’，打造在长三角区域有重大影响力的文旅名片。”涛
城镇党委书记缪赟说。

肥东桥头集推出文旅招商“套餐”
近日， 肥东县桥头集镇在蓝山湾景区举办文旅招商推介会，推

出 15 个招商引资项目，分别是：龙泉小学特色民宿项目、爱情隧道
（上份张）民宿开发项目、竹园李村民组特色民宿开发项目、官塘夏
特色文艺村建设项目、白马山环山公路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体育
旅游项目、双山天池旅游综合开发提升项目、欢乐森林研学示范基
地合作项目、竹塘社区民俗美食体验馆项目———竹塘挂面馆、鲜花
小院文旅综合提升合作项目、花卉主题旅游综合开发合作项目———
映山红主题公园、 盛世桃源乡村旅游体验区开发提升合作项目、花
卉主题生态观光提升合作项目———山王牡丹、桥头集镇红色旅游研
学教育基地、梅山景区综合提升改造项目、花籽山康养休闲度假区
综合提升合作项目。为建设文旅强镇，桥头集镇发布《促进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奖补办法》，对全镇景区、博物馆、展览馆、民宿等文旅项目
建设给予大力奖补。 （旅讯）

郎溪县拥有全国革命遗址普查
点 44 个 ，为开展红色教育 、研学旅
游提供了丰富资源———

合肥芜湖铜陵入选
国家文旅消费试点城市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公布第一批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和试点城市名单，我省合肥、芜湖、铜陵 3
市跻身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到 2022 年，全国将建设 100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30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
城市，这些城市要求：强化政策保障，构建文化和旅游消费良好政策
环境；增强供给能力，提高文化和旅游产品、服务供给质量；优化消
费环境，提高文化和旅游消费便捷程度；创新业态模式，拓展文化和
旅游消费新空间新时间。 （张理想）

安徽文旅短视频营销播放量破 4亿
记者近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安徽文旅短视频系列营销推

广计划火热开展，截至 2020 年底，“美好安徽 dou 起来”抖音话题播
放量突破 4 亿。 安徽文旅短视频系列营销推广计划，旨在挖掘一批
具有“网红”潜质的景区景点，引导安徽文旅创作者拍安徽景，将美
好安徽分享“云”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对优质短视频提供 2000 万曝
光量扶持，并向长三角重点客源地推送。 这场全民代言的创作狂欢
活动吸引大量作者踊跃参与，目前已推出逾 4300 支短视频作品，一
批本土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成为“粉丝”众多的“网红”。 （张理想）

日前，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新桥大道旁胡杨家庭农场，游客在采
摘有机草莓。 近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种植家庭农场、生
态园，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通过“农业+乡村旅游+生态”
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通讯员 方好 摄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一张门票，畅游一个景区，行走安徽江苏两省，这便是驰名皖东、享誉南京的池杉湖湿地公园。
池杉湖湿地公园位于滁州市来安县与南京市六合区交界处， 为数以万计的禽鸟种群提供栖息之

地，被誉为“百鸟天堂”，并于 2017 年 12 月成功申报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单位。多年来，围绕池杉
湖湿地公园，来安县和六合区共同开发建设、共同管理保护、共同分享红利，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
程中推进皖苏合作共赢的典型样本。

一个公园跨两省

进入冬季，池杉湖湿地公园层林
尽染 ，一株株池杉披上红装 ，笔直的
树干直指苍穹 ， 倒映在清澈的湖面
上。乘坐一艘小舟，划开平静的湖面，
绕着茂密的千亩池杉林游览，犹如进
入亚马孙雨林穿行探险 。 池杉林深
处，鸟儿星星点点，白的是白鹭，黑的
是鸬鹚，或盘旋高空，或站立枝头，或
浮潜水中 ，一唱一和 ，彰显着生命的
律动。

“上世纪 80 年代，为响应国家植
树造林计划， 来安县将地势低洼、遇
雨成涝，且常年无法种植农作物的雷
官镇杨渡村黄大圩选作林场， 种植 5
万余株适宜低洼滩涂生长的池杉。 此
后数十年间 ，由于河流改道 ，河水长
期浸没 ， 这片池杉林形成了水中有
树 、树下有鱼 、树上有鸟的 ‘水上森
林’。 ”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长
制工作股股长周松柱介绍。

2004 年 ， 时任南京一家商贸公
司负责人的韩汇山路过池杉湖，发现
当地农民准备砍树养鱼 ， 觉得太可
惜 ，便出资承包这片水域 ，开始对池
杉林及周边湿地进行系统保护修复。
池杉湖湿地公园董事长助理赵年生
说 ：“湿地公园先期流转来安县土地
2200 亩 。 由于池杉湖外围农民种植
水稻，施用农药化肥，影响鸟类生存，
我们听从专家建议，又流转六合区土
地 3600 亩。这样，就形成了占地 5800
亩、跨越安徽和江苏两省的景区。 ”

近年来，来安县对池杉湖外围的
老皂河河道进行清淤拓宽，建成一条
50 米宽的隔离水带 ， 形成一道天然
的生态保护屏障，有效杜绝了盗猎盗
伐等行为。 同时，全面实施池杉湖周
边退耕退渔还湿，对湿地周边居民实
施搬迁安置，有效扩大池杉湖湿地面
积。 在池杉湖的另一侧，六合区程桥
街道对流转土地的村民进行搬迁，实
施退耕还湿， 并广泛栽种荷花睡莲，
为鸟类生存腾出空间。

“目前 ，安徽和江苏两地已经形
成了共同发力、共建湿地公园的良好
局面。”周松柱说，尤其在基础设施方
面，2019 年， 雷官镇投入 500 万元修
建沥青道路 3.5 公里 ，实现园区道路
全部硬化，方便开展湿地科研、监测、
旅游， 以及湿地日常管理和养护；六
合区修建公园东大门和停车场，大大
提高了景区游客接待能力。

一片森林栖百鸟

蜿蜒的皂河自北向南流淌，在雷官镇
和程桥街道交界的黄大圩东侧形成一段
“耳朵” 形状的弯曲河道。 河道裁弯取直
后，“耳朵” 两端由一段直线河道相连，如
今的黄大圩犹如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

走在取直后的皂河岸边，来安县政
府树立的 “皂河来安县段河长公示牌”
和雷官镇政府、镇河长制办公室树立的
“皂河雷官镇杨渡村河长公示牌” 分外
醒目，上面清楚地列出县级河长 、乡镇
河长、村级河长的具体职责 、主要负责
人及联系方式。

“皂河是全县引江灌溉、防洪排涝、
航运交通的重要河流， 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随着池杉湖湿地公园建立，保护水环
境、治理水污染成为当务之急。 ”来安县
水利局河长制工作股工作人员吴永祥介

绍，该县制定了《皂河“一河一策”实施方
案》，严格执行河长制，保证河道污染整
治、河道日常清淤等工作落实到位。 “目
前，来安县和六合区建立了‘河长制联动
机制’，两地通过及时沟通、联合执法，共
同管理水污染违法问题。 ”

2017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
林长制 。 滁州市将池杉湖湿地公园划
定为县级林长责任区 ， 努力建设全国
首个跨省合作湿地公园。 “除了制定各
项规章制度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 、红外
相机 、 无人机监控等方式不断提升监
管水平 ， 并通过 ‘地球日 ’‘世界湿地
日’‘爱鸟周’等主题活动集中宣传 ，开
展公众湿地科普教育 ， 举办摄影及征
文大赛 ，带领群众走进湿地 ，增强湿地
保护意识 。 ”周松柱说 ，为充分借力江

苏省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 来安县不仅
组织相关人员前往江苏省考察学习 ，
还邀请南京大学湿地保护专家制定国
家湿地公园保护规划 ， 并到池杉湖湿
地公园现场把脉会诊。

从 2018 年六合区“池杉湖杯”国际
自然与风光摄影大赛 ，到 2019 年来安
县首届 “池杉湖杯 ”自然与风光国际摄
影大赛 ；从 2019 年六合区第六届中国
荷花品种展 ，到 2020 年来安县池杉湖
国际观鸟节 ，依托池杉湖湿地公园 ，皖
苏两地或单独主办或共同承办大型文
化旅游活动 ， 不断提高湿地公园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共建 共管

共享

冬季池杉林

吸引众多游客游

玩。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宋卫星 摄

题图、下图：池杉湖冬景。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