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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之美：
绿水青川胜桃源

绿色是五府山的底色。
走进五府山，便走进了绿色清凉

的世界。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
每立方厘米近十万个负氧离子，是名
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这里还是天然的
植物园和动物王国，红豆杉、古银杏等
珍贵树种不时可见，云豹、黄腹角雏、
黑熊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行其
中。岗顶的千亩高山草甸，吸引着无
数驴友前来探幽寻秘。

美丽的枫泽湖位于五府山脚下，
13600余亩清澈的水域是上饶的城市
绿肺。湖畔青山高耸，翠峰如簇。白
墙黛瓦的村落如珠落玉盘，点缀在青
山绿水之间，绘成了一幅天然的桃源
胜景。2013年，水库改造扩容为上饶

市中心城区的饮用水源地——大坳水
库，为 100 多万城区人口送去清凉和
甘甜。

春时百花争艳，漫山锦绣；夏季雨
水充沛，流银泻玉；秋季金风送爽，枫
叶似火；冬日云雾缭绕，如梦似幻。大
自然馈赠五府山秀丽的自然美景，也
赠予她“饶南仙子”的美誉。其独特的
山水美景和生态魅力，满足了人们对
于乡村诗意生活的所有想象。

人文之美：
江南“蜂”情洒热血

甜蜜是五府山最初始的味道。
早在 16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

开始从事养蜂活动。300多年前，一位
名叫法布莱特修斯的法国昆虫学家到
中国考察蜜蜂的生衍情况。他寻遍大
江南北，认定中华蜜蜂的原产地在五
府山境内的蜜蜂谷。时至今日，五府
山依然有原始立式蜂桶饲养，被专家
誉为“原始中蜂资源保存库”。

五府山也是一方红色的土地。粟
裕、刘英等曾率部在此休整，领导和指
挥了著名的壕岭战役。游击队曾在这
里安营扎寨，是战时由赣入闽的战略
要道之一。著名的上饶集中营暴动，
英雄们也是从五府山古驿道成功突
围，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循着先人的足迹，更多的青年带
着满腔热忱走来。1957 年，千名知
识青年扎进五府山，他们筑路修堤、

开荒造田，用汗水和智慧为祖国建
设提供了大量的急需物资。如今的
五府山，共大遗址、燕子坳知青点保
存完好，农垦文化公园、农垦广场草
木葱郁，辉映着那段激情燃烧的青
春岁月，鼓舞着后人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浓郁的畲族特色也是五府山的另一
种风情。双凤朝阳的巨大浮雕，浓墨重
彩的民俗壁画，热闹的三月三山歌节、畲
寨割蜜节，还有篝火长桌宴、吊脚楼婚
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流连忘返。

发展之美：
硕果留芳扬美名

“一杆翠竹富裕一方、一桌珍馐香
飘万家、一壶茗品名扬四海、一群中蜂
飞向世界、一幅山水笑迎天下。”五府
山人津津乐道的这几句话，透出了这
个小镇的骄傲。

15万亩竹海是五府山得天独厚的
宝贵资源。通过大力实施转型升级和
科技创新，五府山竹产业从一次性筷
子、竹地板等低端生产向家居、私人定
制等高端产品转变，并和部分欧美国

家实现了长年
合作。

阳 光 下
的田野，千亩
高 山 蔬 菜 基
地、生态稻米
基地生机勃勃。
为保护水源，五府
山大力发展生态有机
食品种植，坚持全程无农药、无化肥、
无生长激素，着力打造深山农业亮
点。用泉水“喂养”的大米、豆角、茄
子、辣椒，随物联网走进千家万户，让
人体验真正的“自然之味、健康之美”。

独特的地理优势，孕育出品质好
茶。五府山的茶园多长在远山高坡、
花香馥郁之地。海拔 1120 米的金竹
排高山茶，早被唐代茶圣陆羽的《茶
经》所记载。位于毛楼村境内的毛竹
关，被誉为“万里茶道第一关”。好水
蕴好茶，好茶销四方。2018年，五府山

“玉雾茗”生态野茶荣获江西农产品上
海博览会金奖暨中国茶博会优质产品
奖，成为一块响当当的牌子。

好山、好水和好蜜，是人们对五府
山的第一印象。农业部在这里设置中
蜂保种场，进行中蜂种群的保护研究
和开发利用。近年来，当地着力推动

蜂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如今，全镇蜜蜂养殖 2 万余
群，年产蜂蜜 15 万公斤，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甜蜜
事业”。
青山、绿水、乡村、田园，融成了

五府山的绝美卷轴，蓝天、白云、歌声、
笑脸，映照出山里人的纯朴真挚。随
着全国最小的高铁站——五府山站的
建成通车，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欣
赏这里的美景，享受山里的美味，留恋
这里缓慢的时光，重新构筑自己的精
神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全国改善人居环境示范村、
全国第九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
国文明村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银铅矿遗址、江西省生态旅游 50强乡
镇、江西省3A级乡村旅游点等纷落五
府山。站在新时代起点，勤劳的五府
山人用最大胆的梦想，展望未来；用最
务实的行动，拥抱现在。这，就是深山
里的明珠——魅力五府山！

罗春英/文
（（本文图片由五府山镇人民政府提供本文图片由五府山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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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彩云追，
人杰地灵纸亦贵。
壑林雄风奇景秀，
醉卧五府不思归。

五府山镇，地处上饶市广信区南部，武夷山
北麓，距离县城50多公里。全镇面积436平方公
里，总人口2.3万，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

五府山的得名由来已久。因其在月明风清
之夜，登临最高峰五府岗，远眺可见旧制福建
“建宁府”“延平府”，江西“广信府”“饶州府”，

浙江“衢州府”，故得名“五府山”。
这是一个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

小镇，也是一片充满生机和希
望的土地。

大坳水库五府山库区大坳水库五府山库区

近年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行政诉讼
案件增长迅速。现实中，老百姓“告官不见官”、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不出声”，成为行政诉讼中的常态。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和改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
见》，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全国首份省级层
面府院会签的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的规范性文件。

谁来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被诉行政机关到底由谁来出庭？
《意见》扩大了负责人范围，明确“行政机关负

责人”，除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外，增加参
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
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新
区管理机构以市、县（区）人民政府名义作出行政
行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可由市、县（区）人民政
府负责人出庭应诉，也可由开发区、新区管理机构
负责人出庭应诉。

《意见》同时规定，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不能作为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

难觅官影？八类案件应出庭应诉
“民告官”案中，行政机关负责人不理解、不配

合出庭应诉工作的情形，并不少见。
为解决法庭上难觅官影的状况，《意见》明确

了行政机关应当委派负责人出庭应诉的8种案件：
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
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面较广、社会
高度关注的农村集体土地或城市房屋征收、补偿
案件；原告十人以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人民政府
就自然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裁决案件；造成公民死亡或者全部
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偿案件；因撤销、吊销行政许可导致企业停产停
业或公民丧失生活主要经济来源而引发的行政争议案件；涉外案件；社
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其他案件。

《意见》明确，对于重大敏感、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行政案件，当
年度被诉较多的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
应诉的案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
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提交证明材料，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
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出庭不出声？应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民告官”案中，有一类现象让法官颇为头疼，即行政机关应诉准备

不到位。
为避免出现“出庭不出声、应诉不应答”现象，《意见》明晰了行政机关

负责人庭前庭中的应诉职责。庭前，行政机关负责人要熟悉法律规定、了
解案件事实和证据，研究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
作；庭中，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做到“既出庭、又出声”，遵守法庭纪律，自觉维
护法庭秩序，积极参与庭审活动，并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得到有效落实，《意见》建立了
出庭应诉提示机制、司法建议通报反馈机制、应诉信息社会公开机制、监
督备案工作机制等 4项保障机制。同时强调，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生效裁判文书履行率、司法建议
情况落实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内容，进一步倒逼政府依法行政。

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的出台，为江西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必将进一步提升江西法
治政府建设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的雨涝灾害较为明显，一
些城市道路、地道桥等基础设施积水严重，对城市运行
和百姓生活产生较大影响。部分城市“逢雨必涝”的原
因在哪里？城市内涝的“囧”怎么破？围绕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各地强降雨频繁 防涝任务艰巨
今年我国各地强降雨频繁，防涝任务艰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入汛
以来，全国有 160多个市（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内涝
积水，涝情重于往年。

一些城市呈现出“因洪致涝、因涝成洪、洪涝混合”
的特点。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会长章林伟说，要区
分外洪和内涝。外洪是指城市外的江河湖泊等周边流
域发生系统性洪水；内涝是因本地降水过多、排水不畅
而引发的灾害。

“在目前情况下，发生系统性洪水的时候，城市内
涝是很难避免的。”章林伟说。

今年我国一些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发，区域性暴
雨洪水重于常年。据水利部提供的数据，自 3月 28日
入汛以来，截至 8月 24日 9时，我国共有 730条河流发
生超警戒水位洪水，242条河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
71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记者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3月份公布的一份
通告上看到，2020年，全国610个城市公布了城市排水
防涝安全责任人，由城市市长或副市长等担任；全国城
市重要易涝点有1984个，每个易涝点都确定了整治责
任人。

城市重要易涝点名单每年更新一次，经整治后
消除的易涝点下一年不再列入。记者对比发现，
2017 年首次公布该名单时，全国城市重要易涝点高
达 3619个。

记者采访调研发现，城市内涝呈现出一些特点，比
如新纳入城区的城乡接合部内涝比较突出，过街地下
通道和下穿式铁路桥、公路桥等特定地点容易发生积
水；城市老旧小区内涝相对严重；县城内涝呈上升趋
势。

城镇化扩张过快“里子薄”致内涝顽疾
经历今年梅雨季连续 8轮强降雨，武汉市青山区

钢城第二中学校长李培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消防车进校转移学生、课桌排到校门口转移学

生……学校地势低，大雨时周边水流倒灌，2011年就
来校工作的李培根曾经历过 3次学校被淹成一片“汪
洋”；而现在“雨一停，地面就没有水了”。

“学校外沿打造了生态旱溪等自然排水系统，截流
外来倒灌水至调蓄池后外排。”钢城第二中学海绵改造
设计负责人郭亚琼说，2016年针对学校地势低特点做
了“蓄滞排”防涝改造，校内设了约 400立方米的雨水
调蓄池，安装了水泵可以将调蓄池收集的雨水外排，活

动场地等地面也改用了透水材料。
钢城第二中学的“内涝”成因与治理是我国城市涝

情的一个微缩影。一城一隅，“里子”是否耐用，治理是
否到位，几场暴雨，立分高下。

章林伟说，我国用二三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
年的城镇化过程，地下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太高，排水设
施不足，“里子”薄弱。“地上很风光，但地下一片短板”，
一场暴雨就可以脱去城市表面光鲜的外衣。

城市扩张中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些地势低洼易涝
的地带被开发成新城区，原有的水系空间格局被打破，
也增加了涝灾危害。

据一些城市的市政工程工作者向记者反映，有些
城市新区建设开发过程中，城市建设和排涝规划不同
步，不等地下管网规划就先行开发；部分开发商将污水
管道直接并入雨水管道，造成雨污合排；一些小区的排
涝工程未与主干排涝工程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排涝
系统和网络。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设施能力，雨水只
能漫上街道，导致内涝。

标本兼治“绿灰白”破解城市内涝之“囧”
星罗棋布的水塘，分区排水的干道，根据水力学原

理设在江边、自动开合的12个排水窗口……江西赣州
古城 900多年前建设的“福寿沟”，作为我国古代城镇
建设的“海绵”景观遗产，依然在发挥排水防涝作用。

赣州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管理处处长张健坦言，随

着城市不断开发，赣州古城原有的80余个水塘被陆续
占用，如今只剩下5个，自然调蓄功能减弱。

“古城排水防涝系统的设计，充满对自然的尊重和
对水因势利导的理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赣州市自
然资源局市政交通科科长郭世波说，规划建设中为城
市“留白”，最大限度适应地形地貌，保持基本生态格
局，对沿江沿河岸线留出一定距离、不予开发，这不仅
有利于减少城市内涝，也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需要。

如何标本兼治，破解城市内涝之“囧”，关系到我国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质量。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说，适应我
国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独特的水系特征，应当推进
建立在生态基础设施之上的“绿色”生态型城市建设模
式“海绵城市”，改变常规的、机械的、以单一目标为导
向的“灰色”工程性基础设施建设。

不谋全局，何谋一域？系统性全局思维才能标本
兼治，才能建立富有弹性和生命的水系统，解除城市内
涝之患。

城市内涝治理应完善物防、技防、人防综合体系，
把生态的“绿色”和工程性基础设施的“灰色”结合起
来。章林伟说，“灰绿”不能偏颇，全靠“灰”不要“绿”，
我国的水环境、水生态将恶化；光“绿”不要“灰”，缺乏
必要的人工干预和措施，则难以统筹解决好社会经济
发展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关系。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部分城市“逢雨必涝”的原因何在？城市内涝的“囧”怎么破？

“绿灰白”破解城市内涝之“囧”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范 帆 冯国栋 胡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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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过
“海绵城市”理
念改造的武汉
市青山区钢城
第二中学内部
道 路（8 月 24
日摄）。由于
学校地势低，
大雨时周边水
流经常倒灌，
2011 年 就 来
校工作的李培
根曾经历过 3
次学校被淹成
一片“汪洋”；
而现在“雨一
停，地面就没
有水了”。

新华社记者
冯国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