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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
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河北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生态环境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河北PM2.5平均浓度
4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1%；11个
设区市在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
名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

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从1962
年到 2021年，塞罕坝森林面积由24
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18%提高到82%，林木总蓄积量由33
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塞
罕坝的百万亩林海，对当地的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

2022年上半年，地表水国考断面
优良比例达到77%。白洋淀水质实现
跨越性突破，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
青头潜鸭开始落户白洋淀。

从“霾天”变“蓝天”、从“荒山”变
“绿地”、从“候鸟”变“留鸟”，河北不断
创造的绿色奇迹生动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的思想。这十年来的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表明：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必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
现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腾
笼换鸟”才能“凤凰涅槃”，治沉疴必
须下猛药。要坚决摒弃过去高消耗、
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优化经济结构，坚决去，主动调，加快
转，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
面，要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传统产业
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

方面，要大力发展低能耗的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以及现代服务业。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草木植
成，国之富也。”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
含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生产力基
础之上的。因此，生态环境本身就是
资源、资产，是潜在的发展优势和效
益。塞罕坝从“哀花残叶败，惊风卷沙
狂”到“林的世界、花的海洋、云的故
乡”，不仅“截风沙以屏京津，蓄水源而
泽城乡”，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动范例，而且通过发展林业、生态旅游
业等推动了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必须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充分发挥生
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避免人类对生
态系统的过度干预。协同推进生物
多样性治理，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社会支持的行动体系，有效提升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野生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作为
对迁徙和栖息地极其挑剔的全球濒
危物种，青头潜鸭“恋”上白洋淀，是
用“脚”为雄安新区蓝绿交织的生态
底色投上了一票，也标志着曾一度

“蒙尘”的“华北明珠”水动力和水循
环得到极大改善，成为河北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

塞罕坝的初秋，正是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绿海、
悠闲散步的马群，自然的美景让人心旷
神怡。

把镜头拉远拉长，距离塞罕坝20公
里的河北承德围场县哈里哈镇哈里哈
村，曾经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村党支部书记赵艳杰告诉记者，几十年
如一日的植树造林，让这个不到2000人
的村庄，林地面积达 2.3万亩，森林覆盖
率超78%，被誉为“塞罕坝生态第一村”。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从在正定提出“宁肯不要钱，
也不要污染”，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 9
次赴河北考察调研，习近平同志多次对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河北省生
态治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一幅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画卷正
在燕赵大地徐徐铺展。

“宁肯不要钱，也不
要污染”

“天空变得越来越蓝，天上星星也变
得越来越多。”说起石家庄市的变化，退
休老人王晓河感触很深。

而就在十年前，包括石家庄在内，河
北省多个城市都是污染的“重灾区”。“全
国 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河北占了 7个。
再不下决心调整结构，就无法向历史和
人民交代。”2013年 9月，在参加河北省
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
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了河北的症结所
在、出路所在。

早在1985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主
持制定《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时就强调：“宁肯不要钱，也不
要污染。”“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
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
的迫切要求。”

面对污染之害、雾霾之痛，河北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迅速打响“蓝天保卫
战”，一场发展理念和治理实践的重大变
迁由此展开：关停企业、绿色转型，压能、
减煤、治企、控车、增绿。仅2013年12月
17日这一天，河北就集中爆破拆除18家

水泥企业。
十年攻坚，蓝天重现。从2013年到

2021年，河北省 PM2.5平均浓度从 104
微克/立方米降至 38.8微克/立方米，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由149天增加到269天，
重污染天数由 73天减少到 9天。今年，
全省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
史最好水平。

“一定要把白洋淀修
复好、保护好”

白洋淀上，碧波荡漾，一群活泼可爱
的青头潜鸭幼鸟跟随“父母”在芦苇丛中
穿梭。世界极度濒危物种青头潜鸭将这
里作为繁殖地，意味着白洋淀水生态的
根本好转。

对于白洋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念
兹在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一次座谈
会上回忆起 1985年离开河北正定时的
场景：“途经白洋淀，孙犁的《白洋淀纪

事》一直在脑海里。可到了保定一打
听，水全是干的。很痛心！”2017年 2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实地考察雄安新
区建设规划时专程前往白洋淀。考察
中，他强调，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
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为让白洋淀重现水清河晏，当地政
府下定决心，对全流域排污沟渠、纳污坑
塘和工业污水、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全面
排查、治理和整改，列出清单、限期整改
到位，并按县分段治理监测水质和考核
问责。经过统筹保护和污染治理，“华北
明珠”白洋淀水质从劣Ⅴ类全面提升至
Ⅲ类以上标准，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鱼翔浅底、鸟鸣枝
头的白洋淀又回来了。

白洋淀的故事是河北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碧水保卫战的最好
见证。近年来，河北省以京津水源地上
游流域滦河、潮白河、永定河等为重点，
持续深化水污染防治，并从2018年起对

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进行生态补
水，到今年 6 月 30 日，累计生态补水
15.24亿立方米。经过生态修复的滹沱
河，水光潋滟、鸟语花香，已经成为人们
休闲游玩的乐园。

“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

夏末秋初，是张家口市坝上地区最
美的时节之一。湛蓝天空下，张家口坝
上草原白色风车迎风转动，蓝色光伏板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近
年来，张家口市把培育壮大绿色产业作
为核心支撑，体育文化旅游、冰雪、大数
据、可再生能源、现代制造、绿色农牧等
六大绿色产业占GDP比重已接近50%。

而在距离滹沱河约1公里的正定塔
元庄村，经过治理后的滹沱河，如今已经
成为村子赖以生产生活的“黄金玉带”。
生态变好之后，来这个村子游玩的人越
来越多，农业旅游业得到巨大发展。
2021年，游客达到 60多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800多万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环
保的“减法”，换来的是经济的“加法”。
10年来，河北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钢
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火电六
大行业去产能任务，钢铁产能由峰值时
的3.2亿吨压减到2亿吨以内的同时，产
业结构也得以逐步优化：2021年，全省
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 1.15万亿元，
成为继钢铁产业后的第二个万亿级产
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第一动力；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1.5%，比 2012年提高 10.7个百分点；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产业结
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跃
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河北“颜值”。
2021 年，河北省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2.3万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4万多亿元，
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 43%，实现了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绿色，
正在逐渐成为京畿之地一抹亮丽的发展
底色。

这 抹 绿 ，最 动 人
本报记者 吴 晔 肖国强 乔韵鸥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既需要以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敢为
人先的开拓精神绘制蓝图指明方向，又
需要实事求是、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因
地制宜的科学实践，两者互相作用辩证
统一。习近平同志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
经验积累与思想孕育，与正定的工作经
历密切相关。

一、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引蝶变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因循守旧、固
步自封的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正
定曾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徒有“粮食高产”
的虚名，百姓却不得温饱。习近平同志
深谙“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事物发
展一般规律，他在正定任职期间，将解放
思想放在首位，并提出：一个县如果思想
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
什么都干不成。任职初期，他便开展大
量调查研究工作,通过科学核减粮食征
购基数，压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棉
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一年后农业产值就
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半，彻
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以核减粮食征购基数为契机，习近平
同志鼓励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放开手脚，
大胆探索。制定了广为人知的正定“人
才九条”，弥补人才短板；在塔元庄村设
计生态立体农业，超前为正定的农业发
展植入了绿色基因，如今的塔元庄村已
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倡导发展“半城郊
型经济”，提出旅游兴县，突破“经济上农
业单打一”局面。这些改革创新举措，促
进正定县域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快速提升。正是这种思想解放和敢为
人先，从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引
领了正定发展的“美丽蝶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
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仅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制胜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
色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根本

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勇于改革创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
态文明建设，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深刻把握改革创新
与客观发展规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打
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零和
博弈”的思维定势，使全党全国推动绿色
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
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二、理念破题：绿色
发展开新局

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思想的指引，
也需要科学的实践。关于环境和发展之
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过去一直认为二者
是倒 U 形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中
会牺牲环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有
能力负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
环境。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程，就是
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正定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滹沱
河畔，滹沱河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河北乃至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1983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将环境保护定为了基本国策。“宁肯不要
钱，也不要污染”的论断，来自习近平同
志对自然的感受和发展的认知，对在环
境保护上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
的道路保持着警惕，生态意识已经孕育
并开始探索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任职期间，就认
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组织制
定的《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下称《规划》）明确提出，“宁肯不
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
污染下乡”，并采取了积极的生态修复保
护措施。成立“滹沱河河滩、老磁河河滩
改造指挥部”，科学改造河道，在两河滩
以林还林，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果树，
使荒滩变宝滩，滹沱河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

然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阶段，生态意识一时难以得到各界的广
泛认同。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粗放型增
长方式依赖性逐渐产生强大惯性，经济
增长普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昔日秀美
的滹沱河也未能幸免。两岸植被稀疏、
黄沙四起、污水横流、垃圾成堆⋯⋯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2007年，滹
沱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率先启动；
2017 年开启了石家庄市境内滹沱河全
域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生态经济体系，推
动绿色发展，已形成相当于 3.3 个西湖
大小的水面，干涸了近半个世纪的滹沱
河重新焕发出青春。生态保护修复的生
态红利不断释放，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获得感显著增强，昭示着习近平同志
在正定工作时绘制的滹沱河生态修复蓝
图正在变成现实。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滹沱河的生
态治理实践表明，人们对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认识，总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
正定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发展必须是
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

“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滹沱河的蝶变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成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
案例。

三、生态优先：谋局
未来绘蓝图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抓发
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
农村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论述，已经涉
及有关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
题。他指出，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
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
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
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
系 统 和 环 境 系 统 联 结 而 成 的 网 络 结
构。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
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组织制定的《规划》强
调：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
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
求。明确提出正定县在 20 世纪末以前
环保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制止对自然环
境的破坏，防止新污染发生，治理现有污
染源。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生
态为基的思想内核。

除此之外，《规划》也提出具体措施，
例如，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禁止生态平衡
破坏；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增加城区绿化
面积，禁止乱伐树木；严防新污染发生，
新上工业项目如果污染严重又无治理措
施的坚决不上；把发展林业作为建设生
态农业、保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点；研究
和推广先进灌溉技术，节约地下水源；开
发太阳能、沼气、风能、地热能应用，要抓
好新能源推广，等等。这些做法与当前
的生态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方面
的诸多做法高度一致，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早期实践。

“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
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如此鲜明和
概括的语言，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
正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和
具体做法，是对传统发展路径的突破，
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母体。在
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他先后领导制定

《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和《浙
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浙江安
吉，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其中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就是
“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直白表达
的形象再现，是对于环境与发展辩证关
系的认识升华。

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过程中不
断丰富与完善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如今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
行动，也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内容。实践证明，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
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才能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全面绿色转型。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
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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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旅游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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