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城镇
化地区的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严重影响
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也反映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急需破解
的生态难题。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
城市森林建设之路，是中国城镇化的
重要内容之一。

从新型城镇化战略看
城市森林的发展

按照中央精神，我国的新型城镇化
将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市情的
发展道路，对城市生态环境给予了高度
关注，强调了城市生态建设的 7 个方
面。这为城市森林建设指明了方向，我
们应该从这 7 个方面充分认识城市森林
的重要性：

首先，城市森林是公众公平普惠的
生态福利。城市森林建设扩大的是绿色
生态空间，提供的是亲近自然的场所，
是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是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是愉悦身心的生态
文 化 ， 是 最 公 平 的 生 态 福 利 、 文 化
福利。

其次，城市森林有利建设林水一体
的生态安全体系。城镇化地区生态脆
弱，环境压力大，建设城市森林是扩大
城镇地区生态空间、提高环境容量和生
态承载力的重要措施。

第三，城市森林能对土地实现高效
利用。建设城市森林，发展以树木为主的
生态用地，将有限的生态空间充分利用
起来，减少“有面积没体积”的低效绿地。

第四，建设城市森林有利于提升城
市周边的生态背景林建设。人口密集、
工业密集的广大城镇化地区森林资源相
对贫乏，加强城市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建
设，是缩小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差
距的重要内容。

第五，城市森林有助于促进区域
间的生态一体化。近年来，雾霾等环
境问题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到
了环境容量的极限，需要把城市群作
为一个生态系统，统筹解决区域环境
问题。城市森林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
把钥匙。

第六，城市森林有利于城市生态空
间的稳定。长期以来，城市生态空间在
城镇化发展中不断被蚕食，导致地区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退化。城市森林生
态系统对城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的合理结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七，借助城市森林可发展地带性
森林景观和生态文化。城市森林建设强

调乡土树种、地带性植被和近自然林，
能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城市森林建设的基本路径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森林生态系
统建设是整合多个部门的生态资源，按
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性要求构建
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能给城乡居民提
供共享的生态福利。

在实际操作中，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建设必须遵循保护现有生态资产、继续
扩大资源总量、优化空间分布格局、提
高生态用地质量、打造乡愁生态景观、
注重建设生态廊道、扩大生态休闲空
间、促进污染土地修复、开发生态经济
价值、提高绿地的土壤覆盖等 10 条重
要原则。

以“打造乡愁生态景观”为例，在城
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时无论是城区绿
化，还是乡村绿化、道路与河流绿化，都
要充分挖掘地带性森林、树木等生态资
源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注重与居民的生
产生活、民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以乡土树
种、地带性植被为主的森林景观特色。

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发
展的主攻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是保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面对城市规模大、人口密
集、周边地区森林与湿地等自然资源缺
乏等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的成
功经验，面向整个城市加强以林为主的
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把城市放在大
自然里！

建设城市森林，要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找回河水清澈、花柳依
水、鸟语花香——那些存在我们记忆里
的乡愁！

森林城市建设现在已走过了整整 10年。

10 年里，城市不断长大，森林相随扩展，森林城

市绿化率、增长率都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10 年间，森林城市树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

气更清新，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化正在成为现实；

10年来，森林城市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伸展，

城市森林是空间上的绿化、美化，更是向着经济社会和

谐、城乡一体统筹、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发展提升，森林城

市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平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窗口。

这是正在演绎的绿色现实，也是正在追求的绿

色梦想。曾几何时，因为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我们赖

以骄傲的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偏离了生态文明轨

道，城市里高楼林立、绿色空间渐少、空气日渐浑浊、

江河水系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在这种环境下，城

市森林建设提出了发展目标，要把城市作为绿化美

化的重要载体，全面推进中国城市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增长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生态文明建

设和森林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

更高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追求，成为森林城市建

设的坚定实践与美好目标。“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没有生态优美的城市，就没有和谐美

好的城市生活。破解生态难题、强化能源资源约束、

推动空气质量达标等，这都是新时期全社会的共同

任务，也是森林城市建设必须迎接的挑战。

迎接挑战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和智慧。当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

叠加阶段，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推进经

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拥有的最大

动力就是改革创新。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基本理念，才能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基本要求，走出一条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双赢”的道路，让森林城市成为生态文

明的窗口。

9 月 25 日，“2014 中国城市森林建设
座谈会”在山东淄博召开，会议探讨城市环
境改善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话题，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

城市环境不乐观

家住北京陶然亭的 13 岁少年李申奥，
最近咳嗽不止。去医院检查后，他发现自己
患上了慢性咽炎。大夫说，现在城市空气污
染较重，患咽炎的人很多。

咽炎多发，折射了当前城市环境形势
的严峻。环保部门前不久发布的《2013 中
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全国重点监测
的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占 95.9%，
仅海口、舟山和拉萨 3 市空气质量达标。首
都北京周边的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
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名列空
气质量倒数 10位。

这 74 个城市涵盖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
监 测 指 标 包 括 二 氧 化 硫 、 二 氧 化 氮 、
PM10、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从去年
全年看，74 个城市中，空气超标天数比
例平均高达 39.5%。超标天数中，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例达 20.7%。以北京市为
例，达标天数仅占 48.0%，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占 16.2%。从各指标来看，PM2.5

达标城市比例为 4.1%，PM10 达标城市比
例为 14.9%，二氧化硫达标城市比例为
39.2%。珠三角区域 9 市 PM2.5均超标。长
三角区域 PM2.5仅舟山达标，其他 24 个城
市全部超标。在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
无一例外 PM2.5 和 PM10 均超标，有 6 个城
市二氧化硫超标，有 10 个城市二氧化氮

超标，有 7个城市一氧化碳超标。
城市空气质量欠佳，直接后果是雾霾

频发、酸雨普降。
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 473 个监测

降水的城市中，有 44.4%降下酸雨。全国平
均霾日数为 35.9 天，为 1961 年以来最多。
华北中南部至江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雾
霾天为 50 至 100 天，部分地区超过 100
天。2013 年 1 月和 12 月，中东部地区发生
了两次较大范围区域性灰霾污染。1 月份
灰霾污染持续 17 天，74 个城市发生 677 天
次的重度以上污染天气，其中重度污染
477 天次，严重污染 200 天次。污染较重的
区域主要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特别是河
北南部地区的石家庄、邢台为污染最重城
市。12 月 1 日至 9 日，中东部地区集中发生
了严重的灰霾污染过程，74 城市发生 271
天次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其中重度污
染 160 天次，严重污染 111 天次。污染较重
的区域主要为长三角区域、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和东北部分地区，长三角城市群为污
染最重地区。

城市环境如此严峻，让生活在城市中
的人们心里沉甸甸的。

生态修复不容缓

历史上，因城市污染导致严重后果的
举不胜举。以 1952 年 12 月英国伦敦雾霾
天气为例，4 天之内，死亡超过 4000 人，前
后有上万人丧生。近年来，全国各地频发的
雾霾天气，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夏光认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主要有 3 方
面原因：一是污染气体排放，比如机动车尾
气、燃煤、厨房油烟、建材有毒气体；二是城

市外围植被破坏，裸土大增，扬尘长途输入
城市；三是重化工污染气体排放。我国城市
空气污染形势严峻，生态修复刻不容缓。而
在城市及城市周边大力造林，则是促进城
市生态系统恢复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森林可直接吸收空气中的
有毒有害物质。广东省惠州市林科所所长
周纪刚告诉记者，森林蓄积每生长 1 立方
米，就能吸收 1.83 吨二氧化碳，放出 1.62
吨氧气。人工林的固碳作用更加显著。以
人工桉树林为例，桉树生长速度相当于针
叶林的 20 至 30 倍，5 年至 7 年就可成材，
生物量相当于原始林在自然情况下 100
年至 150 年的产量。可以这样说，造林就
是固碳，绿化等同于减排。在城市及其周
边大力营造人工林，不仅可直接净化空
气、防止风沙扬尘，而且通过减缓热岛效
应，可降低城市气温，间接减少空调污染
物的排放。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治理城市污染，
已有很多成功典型。在德、英、美等西方发
达国家，历史上城市污染也曾很严重，经过
人工植树和环境综合治理，城市环境面貌
发生了质的改观。如今，这些国家不少城市
绿化率超过 50%。

森林入城成果丰

初秋的广东惠州，空气清新，满眼皆绿。
几年前，这里生态环境问题也很突出。

由于地处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珠江三角洲，
惠州水污染、大气污染问题尤其突出。

惠州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张言扬告诉
记者，近年来，当地大力营造城市绿地，构
建成“山环水绿，绿廊穿梭，环境优美，生态
优良”的城市森林生态体系。目前，惠州有

26 个林业自然保护区、43 个森林公园，森
林覆盖率达 61.28%，实现了城市、森林、园
林三者有机融合。今天，惠州空气质量已入
列全国十佳，森林生态旅游已成为惠州市
经济新的增长点。

惠州只是当前各地倡导森林入城、大
力营造城市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一
个范例。早在 10 年前，林业部门就围绕“大
地植绿（植树造林）”和“心中播绿（宣传教
育）”两大主题，在全国 140 多个城市，实施
了一系列城市森林建设工程、湿地修复工
程、生态文化建设工程和生态文明教育工
程，力图在城市市域范围内构建林水相依、
林路相依、林居相依的森林生态系统。自
2004 年以来，全国已有 58 个城市获得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据统计，2011 年至 2013
年，全国城市分别完成新造林 1670 万亩、
1880万亩、2612.7万亩。

可喜的是，城市生态修复已向区域共
治、携手联动方向发展。以北京沙暴天气治
理为例，过去 5 年来，北京、天津、河北、内
蒙古 4 省市，在首都北京周边人工造林
15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3.64%。
环京津风沙源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4060 平方公里，不仅首都沙尘灾害天气显
著减少，整个华北空气含尘量也显著降低。

9 月 19 日，环保部门发布了 8 月份重
点区域和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与
去年同期相比，重点监测的 74 个城市空气
平均达标天数，由 78.7%提高到 80.4%；京
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均有
所改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与各
地大力营造城市森林有很大关系。

去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
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可以想见，不远的
明天，我国城市街道将更绿，天空将更蓝，
空气将更清新！

林城相拥生态优林城相拥生态优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借城市森林提升城镇化质量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 王 成

让“森林城市”

成为生态文明的窗口
瞿长福

树木在乱石堆上很难成活，更别说长成森
林。但在山东淄博中心城区东部，就有一大片
长在岩石窝里的人工林。

初秋的淄博四宝山，空气裹着丝丝寒意。
虽然今年气候干旱，眼前层层叠叠的刺柏却依
然苍劲。刺柏之间裸露出的灰色岩石，提醒人
们这里曾是巨大的废弃矿石山。这片矿山地跨
张店区、高新区，包括四宝山、柳毅山、牧龙山等
9 座山头，总面积 2.98 万亩，原为当地水泥厂集
中区。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采石，整个四宝山地
质地貌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污染严重。

为改善四宝山地区生态和人居环境，淄博市
委、市政府从2003年开始，果断打响了四宝山生
态修复绿化攻坚战——由市林业局牵头，市级领
导班子办绿化点，市直部门、张店区、高新区承包
荒山绿化，种上生命力强的刺柏等树种。

经 过 努 力 ，工 程 建 设 取 得 了 初 步 成 效 。
2009 年底，共完成投资 2.7 亿元，清运垃圾 9.81
万立方米，整理地形 312.4 万平方米，完成破碎
山体垂直绿化 20000 平方米，栽植刺柏、黑松、
白蜡等树种 360余万株，造林 1.62万亩，树木成
活率达到 95%以上，提前 3年完成了绿化任务。

2010 年，四宝山地区生态修复绿化任务基
本完成，该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
靠着岩石窝里造森林的韧劲，淄博市人工造林
继续以每年 10 万亩的速度推进，城市生态面貌
和人居环境稳步改善。

文/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董庆森 刘 蓉

本版摄影 黄俊毅

在岩石窝里造林

在河南新郑市轩辕湖湿地公园内，小男孩韩

明与父母在荷塘边戏水。

假日里，市民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湿地公

园里休憩。

假日里，市民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湿地公

园里休憩。

以前遍地黄沙的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思念果

岭，现在被建成树密草青的生态社区。图为 63 岁

的社区居民卫元凤陪外孙在绿地上玩耍。

图为山东淄博市新建成的红莲湖公园一角。图为山东淄博市新建成的红莲湖公园一角图为山东淄博市新建成的红莲湖公园一角。。

“

近年来，沙暴、雾霾等恶劣天气多发，不少居民对

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关心。努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推

进宜居城市建设，就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固碳释氧、吸收粉尘、美

化环境、愉悦身心等多种功能，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生态环境、生

态经济和生态文化基础。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森林建设之路

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