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B

A大江东去
“用镜头讲述沿江人民保

护长江、修复长江生态的故事”

更多时候，王建国更为人熟知的
名字是“夏蒙”——中央电视台纪录
片导演，他拍过很多部重要的纪录
片，却格外看重目前正在拍摄的大型
系列片《长江之歌》。

“长江病了，病得不轻。”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夏蒙正

在筹备纪录片《长江之歌》。原本，
《话说长江》《再说长江》的珠玉在前，
《长江之歌》的定调是要用很短的篇
幅，讲述一个气势更加恢宏的长江，
从文明、历史、文化、生态四个维度展
示母亲河的丰采。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开启了长江大保护的序
幕。

“在调研中我明显发现，长江大
保护三年来，各地有很多探索和举
措，变化也很大，于是，在讨论后，我
们放弃原来想法，对这部纪录片的功
能和内容作出调整。”夏蒙和团队决
定，单独拿出一季讲述大保护号召以
来，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守护青山绿水
所作出的努力。

为了拍摄，整个团队分为5个摄
制组，行程数十万公里，走遍长江流
域十一个省市，夏蒙以一个纪录片导
演的眼光，打量着在大保护下，发生
的那些细小平常的故事，“这是一次
伟大的修复，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了
民众对于自然的敬畏尊重，以及每一
个普通人对于子孙后代的责任感。”

夏蒙一直记得大江东去带给他
的一种最原始的震撼，在他看来，“这
样一条江水，最好的状态是生机勃
勃。”他透露，《长江序曲——来自长
江经济带的报告》已经完成，全长100
分钟的纪录片里，讲述了“长江大保
护”战略实施以来，沿江人民保护长
江、修复长江生态的故事。

其实，改变已经在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地

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到贵州进
行地质灾害风险点排查时发现，以往
浑浊的江水变得清澈了，“感觉惊喜，
再仔细一问，整个上下流域都在联动
展开治理，还有地方用环境准入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

长江序曲
川渝滇黔委员联名提案

高质量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同饮
一江水的命运，早已让整个上下游省
份联系在一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上中下游协
同，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带。

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川、渝、滇、
黔的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联名
提案，备受关注，提案中呼吁高质量
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作为提案发起人之一，全国政协
委员、四川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建议，
国家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建设，建立健全跨区域、跨部
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和生态补偿长效
机制，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共建共
治共享，并加快立法进程，为实现长
江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住川全国政协委员雷世银
今年带来的提案，也是关于水环境生
态修复的，其中提出，四川要抓主要
矛盾，紧紧锁定建设好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建设这一重大使命。

面对众多关切，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回应，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四
川正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转型发展
之路，全力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切实站好第一道岗。

于会文透露，就四川而言，今年，
将继续严控在长江沿岸地区新建石
油化工和煤化工项目，对存在违法违

规排污问题的化工企业、废水超标排
放的化工园区限期整改。

在跨区域的水环境补偿方面，上
下游的探索业已展开。从四川省内
看，涉及沱江领域的10个市每年共同
出资5亿元，省财政拿出5亿元用作补
偿金，通过财政总账年底扣缴方式进
行奖惩——这一模式经过省内验证
后，已经用于和贵州、云南联手进行
的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

长江之歌
“期待白鱀豚重新跃出江

面，这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的抉择”

在拍摄中，夏蒙团队的编导们从
长江上“打捞”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夏蒙说，在四川有些地方，已经
运行十几二十年的小水电，正在政府
主导下有序地拆除。在川滇交界的
大山深处，群众自发组织起护林队，
每周都会到原始森林中去巡查。还
有的山区，劈材烧火的习惯也正在改
变。

在成都，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概
念正在成为现实。全球最长的绿道
体系雏形已现，一条条绿道串起整座
城市的脉络，公园赏花、微绿地锻炼、
小游园社交，整座城市理想生活的基
调已成。

“还有攀枝花。”夏蒙多少有些吃
惊地告诉我们，这座重工业城市，经过
转型的阵痛，利用当地的干热河谷效
应建设康养设施，如今已经成为成都、
贵阳许多居民向往的城市。从空气质
量达标率仅为16%的全国十大空气污
染城市之一，到2016年，经济总量突破
千亿大关，优良天数达到100%，“这是
一个环境容量倒逼城市转型的例子。”

有惊喜，也有真心期待。
耄耋之年的中科院水生所研究

员刘仁俊讲述了他和长江女神“淇
淇”的故事。“淇淇”是人类所见到的
最后一只中华白鱀豚。

2002年7月，淇淇永远停止游
动，2007年8月，中华白鱀豚被贴上

“功能性灭绝”的标签。
沉疴已久，治愈需时，但终归是

未来可期。
据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

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
灵介绍，洞庭湖中的江豚最少时只有
72头，现在，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特
别是水质已有明显改善，去年长江流
域断面的水质优良率达到了87.5%，
洞庭湖的总磷浓度同比下降38%。

“长江江豚目前有1000头，现在
洞庭湖中的江豚恢复到了110头。”在
3月3日的“委员通道”上，潘碧灵坦诚
指出，长江上游水域仍存在不少问
题，有一些还比较突出。长江大保护
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对于夏蒙而言，他的团队在采访
中听到很多关于白鱀豚再现的传言，
但终归没有影像来证明，“我们多么希
望能看见白鱀豚重新跃出江面啊，但
这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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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8 C
阴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 2级

C10 16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92 天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广元、巴中
良：资阳、乐山、绵阳、雅安、遂宁、广安、达
州、德阳
轻度污染：南充、内江、眉山、自贡
中度污染：宜宾、泸州

1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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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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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3月14日至17日，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皇帝的新
娘》；

3月17日上下午，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将演出英国BBC大型多媒体儿童舞台剧
《海底小纵队之火山大冒险》；

3月17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卡农Canon In D”永恒经典名曲精
选音乐会》；

3月28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2019年“乐动蓉城”——丝绸之路 中
央音乐学院·创作计划管弦乐新作品音
乐会》；

4月13日至14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
演出“佳能炫飞·2019”英国正版引进《小
猪佩奇舞台剧（英文版）》；

4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与“薰”
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集；

4月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听音乐
会。

超级大乐透第19028期全国销售
265043546元。开奖号码：06、22、28、
29、33、02、07，一等奖基本0注，追加0注。
二等奖基本59注，单注奖金1146099元，追
加20注，单注奖金916879元。三等奖156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
定》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
7126442763.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65 期 全 国 销 售
15571880元。开奖号码：432。直选全
国中奖2480（四川187）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9021（四川686）注，单
注奖金173元。12367216.47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65 期 全 国 销 售
10927664元。开奖号码：43262。一等
奖 5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17578712.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
1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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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责
编
刘
卓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要
闻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04

封面访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北京摄影报道

代表委员们的“长江故事”

“期待白鱀豚重新跃出江面”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力：

今年四川省城镇新增就业目标85万人

目标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

作为劳务大省，大力促进就业创
业一直是四川人社工作的重点。在
年前召开的四川省人社厅2019年度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今年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目标85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张力表示，从形势上看，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一方面，目前，四川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运行成本过
高，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保障改善民生
任务繁重。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诸多
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和困难挑战，对就
业带来不小压力。”张力分析，特别是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四川
农民工转移就业的影响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从数据上看，今年，全省高
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44.7万人，比去
年净增2万人。

“我们会定期做就业形势预判。”

张力告诉记者，人社部门一直通过就
业需求和风险评判，实现对整个情况

“心中有数”。同时，为了鼓励支持农
民工返乡创业，四川省还专门出台了
《促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二条措施》
《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
等政策。

在张力看来，农民工在外打拼，
开了眼界、积累经验，锻炼能力，有的
还积攒了资金。返乡后，将成为乡村
振兴的生力军、主力军。为鼓励他们
创业就业，四川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

举措
聚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具体到举措上，张力介绍，针对贸
易摩擦可能对就业的影响，全省制定
了稳就业的工作方案，着力防控和化
解失业风险。同时，加强就业政策与
经济政策的协调，针对落实好稳就业
15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3条政策措
施，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支持企业
降本增效、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强化培
训提升能力等措施稳定就业岗位。

此外，针对突出重点群体，千方
百计“促就业”。如深入实施高校毕
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和青年见习计划，
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就业。针对农民工群体，落实好加强
农民工服务保障16条、促进返乡下
乡创业22条等政策措施，巩固提升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和质量，支
持引导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在促
进退役军人、残疾人、去产能职工等
特殊群体就业上，开展全方位公共就
业服务，推行终身职业培训制度。

记者注意到，四川今年还将继续
聚焦聚力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
群众的“帮扶就业”，如落地落实新一
轮就业扶贫15条措施，确保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李媛莉 北京摄影报道

作为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就
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
复出现30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今
年更是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
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
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具体到四川，“稳就业”这步棋
该怎么走？3月9日，全国政协委
员、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力表示，
为确保全省就业大局稳定，今年全
省将通过实施就业促进行动，确保
全面就业目标实现。

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格
拉丹东的长江，是横亘在中
国版图上的一条轴线，从冰
雪高原奔腾而下，全长6300
余公里，穿越高山峡谷，从江
源到湿地滩涂，流经11个省
市，浩浩荡荡，汇入东海。

依托长江流域规划的长
江经济带，是国家着力打造
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
济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纪录片学会副会长王建国的
脑海里，一路溯流而上，可以
讲的长江故事有很多。从
2016年开始，他便筹备拍摄
大型纪录片《长江之歌》，目
前，第一季的拍摄工作已经
完成。100多分钟的纪录片
里，在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
号召之下，那些发生在长江
沿线的故事和改变，都被记
录于光影中——山里人改变
了千百年的习惯，烧柴变成
用电，在建新房时，传统的实
木被水泥砖石替代，还有，污
染企业被关闭、城市发展路
径的转型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

于是，从纳西人家到李
庄古镇，从朝天门的码头文
化到湖南的洞庭风光，这些
年，发生在长江边的每一个
或细微或重大的改变，都汇
聚成横无际涯的大江大河，
一路东去，奔流不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王建国接受封面新闻专访，讲述拍
摄纪录片《长江之歌》的幕后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