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副刊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广告热线：3333046 3333548
攀枝花新闻网 http//www.pzhnews.org邮箱：scpzhrb@163.com

编辑 庞雷 版式 郑燕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攀枝花市林业局 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十九项、
第六十五项）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退出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改情况的公示

按照四川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办法〉的函》（川
环整改办函〔2019〕140号）、四川省自
然保护区矿业权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问题矿业权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

（〔2019〕-2635）要求，现将四川攀枝
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攀钢集
团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以下简称

“攀钢石灰石矿”）整改退出自然保护
区工作情况给予公示。

公示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1月13日

监督单位：
攀枝花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0812-3353825

攀枝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纪 检 监 察 组 电 话 ：
0812-3338915

公示期间社会公众如有异议，请
于公示期满前实名向监督单位反馈。

2019年11月7日

攀钢石灰石矿整改退出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示表

反馈问题
（整改任务）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市区两级核查认可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十九项、第六十五项指出我市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攀钢石灰石矿与该保护区范围重叠。（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四川省落实中央第五次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委〔2018〕223号））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攀枝花市林业局

高继兵、谢军

0812-3364129

停止办理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新立、延续登记，停止自然保护区内一切勘查开采活动，封闭井硐，拆除设备，实施植被恢复。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攀枝花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全市各类保
护区禁止勘查开采范围内矿业权清理退出工作领导小组；二是强化督察督办。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先后制定出台了《攀枝花市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攀委〔2018〕157号）、攀委〔2019〕11号、《攀枝花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清单》（攀委办〔2019〕57号），明确由市委、市政府
分管领导亲自督办整改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整改事项；三是加强部门联动。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林业局、属地政府定期调度指导推进整改工作落实；四是分类处置。按照

“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区实施”的原则，确定了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整改退出的主体责任，并编制整体退出方案。攀钢石灰石矿开采迹地和排土场生态修复由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西区人民政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分区实施；五是建立长效机制。定期召开自然保护区整改工作联席会议；由植被恢复各责任单位制定生态修复长效机制，确保
植被恢复得到有效管护。

攀钢石灰石矿于2018年10月26日停止穿孔、爆破作业，同年12月底封闭井硐，拆除设施设备；2019年7月31日，注销采矿许可证；按照“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区实施”的原则，确
定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整改退出的主体责任，编制《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生态恢复治理总体方案》。生态修复工作分别由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西区人民政府分区块实施，总投资9771万元，修复面积2541.29亩。三个区块的修复工作2019年10月底全面完成并通过工程验收，分别建立了生态修复长效管护机制。四川攀枝花
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整改退出工作整改完成。

2019年10月30日，攀钢石灰石矿整改退出通过西区区级核查认定。2019年11月4日，攀钢石灰石矿整改退出工作通过市级核查审查。

□马尚平

仁和街上那棵黄桷树伟岸而挺拔，
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挺拔。
她，见证了仁和镇发展成为生态宜居小
城的历程。

那棵黄桷树生长在仁和街中部。
仁和街，面临大河，背靠山峦，距离市中
心 13 公里。“仁和”的命名来自道光年
间，老街发生匪患，一条古街被战火毁
了，居民无家可归。后经众乡绅提议，
在大成里就着起伏的山势修建新街
子。街市建成，老街居民为了与大成里
的居民友好共处，取名“仁和”，意为仁
义友爱，和睦相处。据说，那棵黄桷树
就是在新建仁和街时栽植的。

1964年初，仁和街由一条长800米
的主横街和老横街、新横街、榨油巷、
穿心巷等组成。主街道宽7米，最窄处
仅有 3.2 米，街面用石板或卵石铺成，
还有一段泥土路面，整条街道显得高
低不平，街道两边全是土墙小瓦房或
茅草房。

1964年8月，云南省楚雄州委从州
财政划拨资金 15 万元，在永仁县仁和
区创建“仁和招待所”，作为攀枝花建设
初期的“大本营”。“仁和招待所”就修建
在那棵黄桷树旁。

我上下班都要从树下经过，但对那
棵黄桷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 1995
年，程子华的秘书单兰山重访攀枝花
时，区上派我作向导。单兰山问我，仁
和招待所旁边的黄桷树还在不在？我
回答后就领着大家来到那棵黄桷树
下。树长得很粗壮，树身需要三个人牵
手合抱，枝干高出了旁边的三层楼房，
一副翘首远望的样子。历经沧桑的黄
桷树已被区政府挂牌保护。

单兰山向随行人员介绍，1964 年
11 月 2 日，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视
察时，就住宿在“仁和招待所”，并曾在
这棵黄桷树下休息。当李富春见到那
棵黄楠树时便说：“这里有树，攀枝花也
可以栽树嘛。”

1965年11月10日下午，邓小平一
行来到仁和。在招待所就餐后，邓小平
走出招待所，望见了那棵黄桷树，不顾路
途的疲劳，兴致勃勃地坐在黄桷树下边

喝茶边了解攀枝花的建设情况。晚风习
习，枝叶婆娑，那棵黄桷树聆听着伟人的
谆谆教诲，见证着伟人的奕奕风采。

那时的攀枝花还是荒山，不通公
路，没有像样的房屋。许多领导视察三
线建设工作时，都食宿在“仁和招待
所”。晚饭后，领导都爱端着板凳坐在
那棵黄桷树下，边乘凉边研究工作。“仁
和招待所”也成了攀枝花建设初期的

“大本营”。
现在，“仁和招待所”早已不存在．

但那棵黄桷树还执着地生长着。她在
阳光雨露的沐浴下，被岁月洗礼，矍铄
而顽强地生存着，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
的化身。看着它，不由使人回想那如火
如荼的艰苦岁月。

那棵黄桷树是一棵既平凡又不平
凡的树，它高高地矗立在那里，曾经目
睹过伟人的风采，听到过来自四面八方
的不同口音，见证过仁和古街旧貌换新

颜，见证过攀枝花这座城市的崛起。
世事沧桑，过客匆匆。多少年过去

了，黄桷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每天，我上班都要从街头走到街尾，下
班从街尾走到街头，一天数次经过这棵
黄桷树下。每次，我都要凝视着它，它
浑身透出古老与沧桑，质朴与慈祥。
那偌大的树冠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
站在树下望不见天，偶尔透出一丝湛
蓝也只不过是风儿摇动枝条剪出的碎
片。黄桷树身躯里似乎储藏着很多水
分，在炎热干旱的酷暑里，她身躯依然
挺立，枝叶依然碧绿，成为街上一道独
特的风景。

炎炎夏日，每天午后，黄桷树下就
异常热闹，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提着小板
凳，端来小方桌，摆在树荫下，兴致勃勃
地打牌下棋。树荫下，欢声笑语阵阵。

秋天，我经过黄桷树下，看到叶片
不断从树上飘落，才几天时间，黄桷树
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像卸了妆似
的，把沧桑都刻在了身上。我知道，其
实，此时的黄桷树已在酝酿着冬天的情
愫，待到春天便绽放成嫩绿的情话，展
现出无限的生机。

一树一菩提，一叶一世界。仁和街
上的那棵黄桷树，是攀枝花建设史的见
证者。

读书札记

□周富源

近日，读完了长篇小说《解忧杂
货店》，这是我读过的一本比较另类
的书。小说围绕杂货店一个具有穿
越时空功能的牛奶箱，以30年前和
30年后两条时空线相互交叉展开叙
述几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小故
事。故事中被帮助的人都是站在人
生的岔路口，无助地面对即将或正
在经历的人生重要选择，然后因为
解忧杂货店而重拾生活的信心。作
者东野圭吾生动刻画了 30 年间时
代和人心的变化，一个决定、一首
歌、一个故事，环环相扣，悄悄改写
了一个人的人生。

30年前，热心的解忧杂货店老
板浪矢先生在年事已高、生意惨淡
的情况下坚持不关门，认真地思考、
负责任地给人们拿出建议，在人们
失落、迷茫的时候给予其信心，无私
地帮助别人解忧；30年后，三个因生
活所迫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在逃亡
过程中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这只
神奇的牛奶箱，虽然认为自己没资

格，但出于好奇，以 30 年后的视角
与思维给予人们建议，解决了别人
生活中的困惑，他们觉得很有价值，
最终良心发现，决定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在这本书中，让我感受到了
人性的善良。

快乐是相似的，烦恼却各有不
同。书中的咨询者怀着忐忑的心情
将烦恼写在信纸上，再鼓起勇气将
信投入杂货店卷帘门的牛奶投信
箱，第二天就会收到回信。浪矢先
生说：“并非是对的我们才选择，只
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答案就是对
的。”临死之前，他收到了很多感谢
信，他说：“像我这样的糟老头，怎么
可能有左右别人的力量？如果说我
的回答起了作用，是因为他们自己很
努力。如果自己不积极认真地生活，
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用。”或
许，将信投出的那一瞬间，每个人心
里就已经有了答案。也许，我们想
要的，只是一份鼓励与一份坚持。

城市记忆

古树老街

一份鼓励与一份坚持
——读《解忧杂货店》有感

生机生机。。 （（紫蝶儿紫蝶儿 摄摄））

□马晓燕

到雨崩村的徒步爱好者，多是冲着
雨崩的冰湖和神瀑而来。冰湖是梅里
雪山冰川融化的雪水汇集形成的深绿
的海子，被称为梅里雪山的圣湖。

从上雨崩徒步前往冰湖往返近20
公里。此时已近下午一点，客栈老板
催促我们抓紧些，来回即使走得快也
得六七个小时，否则天黑路滑回程很
是危险。徒步登山，于我乃人生的第
一次。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我有些兴
奋，脚下的步伐紧随着“老驴”们。通
往冰湖的路天然未加任何雕琢，这条
掩映在原始森林中的山间小道，是由
当地山民、骡马、牛羊以及徒步爱好者
踩出来的。穿过一片沙棘林，越过一
座木质小桥，道路愈加陡峭。有些险
处根本就无路，纯粹是凭着感觉自己
找路走。有的地方就连登山杖也不管
用，得手脚并用，连续两小时的陡峭山
路，衣服被汗水湿了个透。

几位“老驴”笑着说自己眼拙了，他
们原本以为此行中毫无徒步登山经验，
看上去又如此娇小的我，肯定是难以完
成此行的雨崩之旅。我告诉他们，我
虽未徒步旅行过，但也长期坚持锻炼，
再说了，我这人还属于不到长城非好

汉的类型，既然不远千里来此，岂能抱
憾而归。

一路有葱茏的森林、山泉小溪、悦
耳鸟鸣、各色杜鹃相伴，艰难的爬涉似
乎也轻松许多。行至笑农垭口，这里堆
放着各种颜色和大小的玛尼石，路两旁
五颜六色的经幡随风飘动，让人陡生一
种庄严和神圣。翻越海拔3623米的笑
农垭口，豁然开朗，眺望远方，皑皑白雪
覆盖着的卡瓦格博高耸入云，似与云端
互为一体。卡瓦格博雪山下即是我们
将要去到的冰湖。

同行的赵老师是位户外达人，退休
前曾是位体育老师，退休后经常参加徒
步行动，虽已是花甲之人，但那精气神
比年轻人还要足，而且还酷爱摄影，他
是此行除我之外，另五位爱美女士的

“御用摄影师”。言谈中得知，他们是因
经常参加户外徒步运动而相识。从雨
崩村出发，赵老师一直处于第一梯队的
位置，我则边走边瞅，欲把这一路的极
致美景装进脑里，惹得爱人不时催促，
他生怕我掉队，一直紧跟我身后，还不

时递给我水和各种吃食，以免我体力跟
不上。

其实，在此后的几天徒步行中，我
的体能、耐力和能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
象，让一干人瞪大了眼睛，他们得出的
结论是：人不可貌相。我乐得不行，甚
至还有些得意忘形。

虽是六月，仍不时能看到路侧山凹
处尚未融化的积雪，我和爱人抓了两把
积雪塞进嘴里，丝丝凉意透进心里。这
时，一块“笑农大本营”的木牌映入眼
帘，这里是雨崩村夏季的牧场。两间小
木屋静静地卧于青山绿水间，木屋周
围，十几头牦牛和马儿悠闲地吃着青
草，其中一头牦牛的尾巴、四肢和头部
呈白色，脊背则是黑色，甚是漂亮。沿
着营地边小溪逆流而上，坡势较先前缓
了许多，但每走一步却更为艰难，海拔
越来越高，加之体力消耗太大，每走几
分钟就要歇息片刻。但这一段风景也
是最美的，白色、黄色、粉色、红色的杜
鹃自顾绽放着娇颜，似在含笑为我们加
油鼓劲。爱人知道我一直盼望着看杜

鹃花，这回可好，一举两得了。
眼瞅着翻过一座有瀑布的大岩石

就要到达心驰神往的冰湖，但此时的赵
老师已经无力再继续前行，即使最美的
风景就在咫尺，他也决定放弃，这种量
力而行，适时放手的精神和勇气反倒让
我心生敬佩。

终于到达海拔近 4000 米的冰湖。
眼前的冰湖碧绿得如同翡翠，圣洁而宁
静，湖泊四面环山，其中一面是几乎垂
直的岩壁和悬在空中的冰川，也就是壮
观的卡瓦格博雪峰，难怪冰湖被誉为卡
瓦格博的心脏。从岩壁向上攀登就可
以到达卡瓦格博的主峰。冰湖是雨崩
村的主要水源。湖泊三分之一仍被大
雪封盖着，日光透过冰湖后的卡瓦格
博雪峰反照至湖泊，微风起，湖面如同
镀了一层金色，我看得呆了，有种虚幻
的感觉，半晌才回过神来。行至湖边，
掬一捧水放进嘴里，再掬一棒，不知为
何，眼前这圣洁又神秘的圣湖，竟让我
有些感动。这个沉静似处子的湖泊就
这样经年累月地沉睡在这里，不言不
语，与世无争。我蓦地觉得湖泊像极了
中国的禅文化，人生若能悟透这点，该
有多好。

静静地坐在湖边，仿佛时光也停
止了。

通往冰湖的路

学思践悟 知行合一
（上接1版）始终如一贯穿“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及时整改”
这一主线，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
展，奋力推动攀枝花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

——搞好专题调研。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市文广旅
局积极搞好专题调研，紧盯制约该局
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
题，有针对性地制定领导班子调研方
案，确定调研课题。领导班子成员采
取深入基层调研、专项考察等方式，对
传承弘扬三线精神、博物馆总分馆建
设、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文旅融合发
展、城市文化艺术中心建设等进行了
深入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市文广旅局
设置了“主题教育意见箱”，向市级相
关单位、县（区）业务部门和局系统发
放征求意见表70余份；局领导班子成
员采取专题调研、谈心谈话等方式，听
取对事业发展和个人的建议意见。

——打造“七个板块”。市文广旅
局党委领导班子深入各下属单位、基
层、旅游景区扎实开展调研，抓热点、
查难点，列出整改落实清单，把文化研
究滞后、体制机制滞后以及人才问题、
行业壁垒问题、产业事业发展问题等
提出来，研究并找到具体的破题方法，
坚持以文兴旅，以旅彰文，把文化建设
和旅游发展统筹起来。在文旅工作重
点涵盖的艺术创作、文化遗产、文旅产
业、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交流推广、市
场管理等“七个板块”上下功夫，着力
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文明交流互
鉴的需要。

——精心挖掘创作。针对面临的
发展困境，局党委领导带头思考“我们
该怎么办”，并提出“一见实，二见优，
三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四实现三线事
业、产业、文创突破发展”的新思路。
目前，经过挖掘、创作与精心打造，大
型话剧《记忆密码》、大型川剧《此心安
处》已经上演，电视剧《大三线》已经完
成拍摄，大型话剧《铁流渡口》已完成
剧本创作，大型长篇纪实文学《三线蔬
菜密码》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项目
并已创作完成，三线历史文化书籍《攀
枝花开》之《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
地》正在采访创作，预计 2020 年 3 月
出版发行。同时，市文广旅局着力推
进“五馆一院”建设，谋求以博物馆群
落和特色文化内涵吸引人。作为区域
文化高地打造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
方面，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正在积极推
进，力争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美好的
生活。

——做强“三线文化”。攀枝花要
实现“文化突围”，最根本的是抓住具
有高识别度和红色文化旅游开发利用
价值的“三线文化”。基于这一认知，
在主题教育中，市文广旅局充分认识
到“三线文化”是攀枝花的根和魂，是

“文旅融合”新发展的最佳突围路径和
突破口。该局着力于挖掘三线建设有
关历史文化资源，不断赋予作为国家
精神之一的“三线精神”新的时代内
涵，使之成为区域文化高地建设的主
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