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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塞罕坝，，是蒙古是蒙古
语和汉语的混合用语语和汉语的混合用语，，
意思是意思是““美丽的高岭美丽的高岭””。。
历史上历史上，，这里水草丰这里水草丰
美美、、森林茂密森林茂密，，清朝末清朝末

年为弥补国库亏空年为弥补国库亏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开围放垦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开围放垦，，
再加上日寇掠夺再加上日寇掠夺、、山火不断山火不断，，到新中国成立时到新中国成立时，，这里的原这里的原
始森林已荡然无存始森林已荡然无存，，变成了风沙蔽日的茫茫荒原变成了风沙蔽日的茫茫荒原。。

上世纪上世纪 6060 年代初年代初，，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但但
国家仍然下定决心国家仍然下定决心，，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国有林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国有林
场场，，恢复植被恢复植被，，阻断风沙阻断风沙。。19621962年年99月月，，369369名平均年名平均年
龄不到龄不到2424岁的创业者岁的创业者，，肩负肩负““为北京阻沙源为北京阻沙源、、为京津为京津
涵水源涵水源””的神圣使命的神圣使命，，从全国从全国1818个省个省（（市市））集结上坝集结上坝，，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高寒沙地造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高寒沙地造林。。

恶劣的生存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创业者要攻克的第一道难是创业者要攻克的第一道难
关关。。塞罕坝冬季漫长塞罕坝冬季漫长，，年均积雪长达年均积雪长达 77 个月个月，，极端最极端最
低气温零下低气温零下 4343..33 摄氏度摄氏度，，加上偏远闭塞加上偏远闭塞、、物资匮乏物资匮乏，，
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考验考验，，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由于缺乏由于缺乏
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头两年人们满怀希望种下头两年人们满怀希望种下
的的20002000多亩落叶松多亩落叶松，，成活率还不到成活率还不到88%%。。超出想象的超出想象的
困难和挫折一度冷冻了人们的笑声和激情困难和挫折一度冷冻了人们的笑声和激情。。

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坚决不能退缩和放坚决不能退缩和放
弃弃！！关键时刻关键时刻，，王尚海王尚海、、刘文仕刘文仕、、张启恩等首任场领导张启恩等首任场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把家从承德班子成员带头把家从承德、、北京等城市搬到了塞罕北京等城市搬到了塞罕

坝，以示决心。在他们的带领下，林场技术攻关组改
进了“水土不服”的苏联造林机械，改变了传统的遮
阴育苗法，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让信心和希望在
荒原上重新燃起。

就这样，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接续奋斗
55 年，终于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使得在
自然状态下，至少需要上百年才能修复的塞罕坝生
态，重现盎然生机。如今，林场造林面积达到了 112
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如果把这里
的树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

如今，塞罕坝的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是全国人
工林平均水平的 2.8 倍。这里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
能产生上百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每年释放的氧气
可以供200万人呼吸一年。

更令人欣喜的是，美丽高岭上的这片绿色，正在
燕赵大地蔓延开来。近年来，河北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
神，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全省每年完成造林绿化面
积都在500万亩以上，造林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前列。
目前，全省有林地面积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10多
倍。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已经实现了土地沙化逆转。

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作出的重要批
示，让河北林业人备受鼓舞。我们将牢记嘱托，不忘
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让燕赵大地绿意更浓，美丽
河北续写传奇！

1964 年 ，我 19
岁，在承德二中上高
三。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宿舍的六个好姐
妹 经 常 在 一 起 谈 理

想，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像新中国第一位女拖
拉机手梁军那样，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

我家的邻居刘文仕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场
长。听说那里正在开展大规模机械化造林，我鼓起勇
气给刘场长写了一封信。信发出不到一个月，就收到
了林场的回信，说欢迎我们去工作。就这样，我们放
弃了高考，选择了塞罕坝。1964年8月23日，学校给
我们开了欢送会。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迈出了通往
理想的第一步！

承德到塞罕坝有两百多公里，我们坐汽车颠簸
了两天两夜才赶到林场。记得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
黑莜面饼和炒蘑菇，这可是当时林场招待客人最好
的饭菜了，可我们都觉得有一股怪味，根本咽不下
去。住的条件更是艰苦，房子不够住，大家就住在仓
库里、马棚里、窝棚里、泥草房里。夏天外面下大雨屋
里就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滴水。最难熬的还
是冬天，嗷嗷叫的白毛风，吹到人身上刺骨地疼。我
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莜麦秸秆的土炕上，睡觉时都要
穿着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早上起来眉毛、帽子、被

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霜。
到林场熟悉了一段时间的环境之后，领导并没

有安排我们去学开拖拉机，而是让我们去苗圃学习
育苗，我们很失望。领导耐心地给我们讲，育苗也很
重要，做好这项工作也很了不起。

育苗确实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儿，整地、做床、催
芽、播种，每项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为了掌
握好播种时盖土的厚度和压实度，我们拿着滚筒和刮
板一遍又一遍地练，手磨出了血泡，手臂肿得抬不起
来，可我们还是不停地练，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

那年冬天，我们到马蹄坑作业区清理残木。山上
的风特别大，男同志跪在雪地里采伐残木，女同志负
责拖坡，就是把残木用大麻绳捆好，然后拖到山下。由
于积雪太深根本没有路，拖起来十分吃力，使出浑身
力气才能缓慢地向前挪动。工作一整天下来，肩膀被
大麻绳子磨得血红，厚厚的棉袄也都被磨破了。就这
样，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我们累得就像脱了一层皮，等
回到总场场部时，大家都已认不出我们了。但是，让我
们骄傲的是，我们创下了女同志上山参加采伐作业的
历史，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女同志也做到了！

50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都已经长成了大
树，当年的茫茫荒原已经变成百万亩林海，我们所有
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流过的汗水和泪水，都变成了
快乐、骄傲和自豪！

2009 年，我研究
生毕业后，来到了塞
罕坝。在来之前，我百
度了一下，网上那些
美丽的风光让我心怀

期待。可没想到的是，坐着绿皮火车咣当了 10 个多
小时到承德，再坐 5 个多小时汽车到了林场，一下
车，我人就傻了。寒风像无数把刀子，割在了我的皮
肤上，还夹杂着雪，扑到我的脸上。林场孤零零地夹
在大山里，满眼望去看不到人烟，我的心一下子凉透
了，泪水开始在眼睛里打转。

林场领导很了解我们这些新职工的心理，一上
班就组织大家参观场史馆。当那些前辈们住过的马
架子、造林用过的工具、穿戴过的衣帽就在眼前，马
蹄坑大会战、六女上坝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就在耳边
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一开始我在办公室做文秘工
作，几个月后我发现专业没有用武之地，便主动要求
调到了生产股，还参加了林场青年先锋队。

每年统计工作结束后，大家会被安排轮休，家近
的人都回家了，公寓楼里经常是我一个人。那一阵
子，我感到很无聊，每天在宿舍里看电视、玩手机、读
网络小说。有一天，我跟着领导去大光顶子山顶的望
海楼去慰问，一位叫刘军的瞭望员给我上了一课。

瞭望员的工作单调乏味，为了排遣寂寞，刘军跟

着电视上的节目学会了画水彩画，他把望海楼房前屋
后的景色全都画在了画里，然后裱好了挂在墙上。看
着那一幅幅有趣的画，我的人生突然又照进了一缕阳
光。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这难得的闲暇干点什么呢？

当时林场刚好出了一本植物图谱，我便利用业余
时间来研究。这里的野生植物多达600多种，由于生长
条件特殊，塞罕坝的野生花卉花大色艳，引种栽培的价
值很大。林场成立了专门课题组，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的生活充实多了，查资料，搞调查，写论文，好
多个晚上，经常是翻着翻着书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慢慢的，我认识了塞罕坝数百种花卉，能够准确地说
出它们的生长习性和生长地域。到现在，我们的课题
组已成功地将玉竹、百里香等20多种坝上花卉，引种
到低海拔地区。而我，也因为这项研究课题与我母校
的博士生导师结缘，去年顺利地考取了河北农业大学
的博士研究生，成为林场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士生。

花是美丽的，但研究花的过程并不全是诗情画
意。有一次在山上，我被一种当地土语叫做“桦皮夹
子”的虫子咬了，4 天后才发现，像苍蝇那么大的虫
子已深深烂死在我的肉里，到医院才取了出来。

今天来到这个讲台，我特意穿上了裙子。到塞罕坝
8年了，我从未穿过裙子。但我从不觉得这是一种遗憾，
因为我与鲜花为伍，已经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融在了林
海中。当鲜花铺满绿海时，花海，就是我最美的裙子！

小时候，父亲和
乡亲们每年总要到一
个叫“塞罕坝”的地方
参加造林会战。父亲每
次回来总对我们说，塞

罕坝人真了不起！条件那么差，还是一年到头、成年
累月地干，有的连命都搭上了。咱坝下的条件比人家
好多了，更应该响应国家号召，跟着人家多栽树。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承德南连京
津、北接内蒙古，正处在浑善达克沙地的大
风口。塞罕坝人年复一年地种树，就是在为
京津抗风沙、涵水源，他们做的事太伟大了！

5555 年来年来，，承德人见证了承德人见证了、、参与了塞罕坝参与了塞罕坝
人创造绿色奇迹的全过程人创造绿色奇迹的全过程，，塞罕坝精神也像塞罕坝精神也像
绿色的种子绿色的种子，，播撒在承德大地上播撒在承德大地上，，感召着感召着、、激激
励着承德人民和塞罕坝人并肩作战励着承德人民和塞罕坝人并肩作战，，共同构共同构
筑起保卫京津的生态屏障筑起保卫京津的生态屏障。。

5050多年来多年来，，承德全民造林每年投工投劳承德全民造林每年投工投劳
都在都在1010万人次以上万人次以上。。目前目前，，承德的有林地面积承德的有林地面积

达 到 了达 到 了 34173417 万 亩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由森 林 覆 盖 率 由 55..88%% 上 升 到上 升 到
5757..6767%%，，成为华北地区最绿的城市成为华北地区最绿的城市。。

在塞罕坝精神的感召下在塞罕坝精神的感召下，，承德也塑造起了自己承德也塑造起了自己
的绿色精神的绿色精神。。比如隆化县全国造林模范郑淑芳比如隆化县全国造林模范郑淑芳，，3030
年种活了年种活了 4040 多万棵树多万棵树，，3030 年年，，她在山和家之间往返她在山和家之间往返
奔波奔波，，走过的路走过的路，，相当于走了相当于走了 33 个长征个长征。。由于长期在由于长期在

荒山上忙碌，顾不上家里，和丈夫长期积累的矛盾终
于爆发，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那天她哭了一夜，可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拉上树苗，又上山种树了。

潮河是北京密云水库的主要水源。10年前，承德
在沿岸实施了稻改旱，1万多农民从种水稻改为种玉
米，这样每年就可以多为北京供水 5000 万立方米。
乡亲们说：“咱普通农民能为北京做点事，光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承德，
更加坚定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信念。

为了天更蓝，承德打响了减煤控车等5大攻坚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70%以上；为了水更清，坚持
多措并举，保持水环境全省最优；为了地更洁，主动砍
掉了200个矿山，取缔污染企业1400多家。

树多了，水也多了。通过植树造林，承德的水源涵
养能力提高了30倍，是华北地区唯一不缺水的城市。

树多了，环境好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承
德。去年，文化旅游、大数据及电子信息等10大新兴
产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传统的“两黑”产业。

树多了树多了，，百姓富了百姓富了。。目前承德拥有经济林目前承德拥有经济林 10001000
多万亩多万亩，，培育出了全国最大的山楂培育出了全国最大的山楂、、山杏仁生产加工山杏仁生产加工
企业和全国最大的果壳活性炭生产基地企业和全国最大的果壳活性炭生产基地。。

学习塞罕坝学习塞罕坝，，加快走新路加快走新路。。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
功能区功能区，，我们将牢记使命我们将牢记使命、、接力奋斗接力奋斗，，让塞罕坝的绿让塞罕坝的绿
色种子在承德大地生根色种子在承德大地生根、、开花开花、、结果结果！！

1962 年 2 月 21
日，《河北日报》刊登
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建
场的消息。从那时起
到现在，我们对塞罕

坝的关注已经 55 年了。半个多世纪里，新闻里的塞
罕坝，常写常新，总有写不完的故事。

门振成是我们报社的一位老记者。1977年他第
一次上坝采访，就赶上了罕见的雨凇灾害，让他亲眼
见证了塞罕坝人不屈的性格和不垮的精神。

那年10月28日，天气越来越冷。结束了一天的
采访，晚上门振成和工人们一起睡在营林区职工宿
舍的大通铺上。半夜时分，大家突然被外面爆竹般的
响声惊醒，原来，雨落在树上，冻成了厚厚的冰溜子，
越压越重，到了晚上，刚刚长成的小树再也不堪重
负，纷纷折断，那场景就如同地震一般，地动山摇。

人们呼喊着冲出门跑到山上，用手托起被压弯
的树枝，用木棍敲打树枝上的冰凌。可是，一切都无
济于事，辛辛苦苦种了15年的林子，一夜之间，损失
过半。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松林，不少人失声痛哭。

第二天一大早第二天一大早，，所有的人就都默默地上了山所有的人就都默默地上了山。。大大
家流着泪扶起残枝家流着泪扶起残枝，，拖走断木拖走断木。。由于坡陡路滑由于坡陡路滑，，一位一位
女职工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砸断了腿女职工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砸断了腿，，落下了终生落下了终生
残疾残疾。。在采访中在采访中，，门振成记下了一位林场职工说的门振成记下了一位林场职工说的
话话：：树倒了树倒了，，还能扶起来还能扶起来；；林子毁了林子毁了，，还能种出来还能种出来；；只只

要人不倒，塞罕坝就不会倒！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塞罕坝人对树有着常人难

以体会的感情。树，是他们的眼珠子、命根子。塞罕坝
人给孩子起名字喜欢用林海、建林这样带林字的名
字，许多孩子的小名都叫苗苗、森森。人们用这种方
式来延续、传承与树的情缘，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记住
这片林海，记住他们永远是塞罕坝人。

采访中，我还被这样一个细节打动。塞罕坝国家
森林公园本来可以承受每年 100 万人的接待量，可
以靠卖门票轻松增加 8000 多万元的收入，可塞罕
坝人却将每年的游客量控制在50万人以内，收入自
然也随着减少了一半。目前，这里的旅游开放面积也
仅占林场总面积的万分之四。

只要影响到树，影响到绿，影响到造林，影响到
防火，有钱也不挣！塞罕坝人把对树、对自然的朴素
感情，升华为一种保护生态的自觉。

在塞罕坝采访在塞罕坝采访，，我和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和所有的记者一样，，被这片林被这片林
海海、、被这里的人们感动着被这里的人们感动着，，我们像塞罕坝人种树一我们像塞罕坝人种树一
样样，，全力以赴地采访全力以赴地采访、、写稿写稿，，为的就是让这个生态文为的就是让这个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范例明建设的生动范例，，能够感染能够感染、、感召更多的人一起来感召更多的人一起来
珍爱绿色珍爱绿色、、守护家园守护家园。。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塞罕坝每棵树的年轮里塞罕坝每棵树的年轮里
都记录着生态文明的进程都记录着生态文明的进程。。我们用我们用 5555 年的报道年的报道，，用用
三代人接力写成的绿色传奇告诉人们三代人接力写成的绿色传奇告诉人们：：建设生态文建设生态文
明明，，走向美丽中国走向美丽中国，，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是路径是路径，，是未来是未来！！

人们在恶劣的自
然条件下造林时，会
先栽上一些适应性强
的树，为其他树种落
地生根创造条件，这

些树被叫作“先锋树”。在塞罕坝人心里，老书记王
尚海就是一棵永远挺立的“先锋树”。

1962 年，40 岁的王尚海是承德专署农业局局
长。塞罕坝林场组建，组织上派他担任林场第一任
党委书记。建场头两年，由于造林成活率低，加上生
活艰苦，人们情绪一度很低落。王尚海穿上老皮袄，
骑上黑鬃马，带着技术人员跑遍了塞罕坝的山山岭
岭，仔细研究那些残存的落叶松。他和大家一起啃
窝头、喝雪水、住窝棚。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睡在
离漏风的草帘子门最近的地方。他和大伙一起，憋
足了劲，一定要把树种活，一定要把林场办下去！

最终，马蹄坑大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
国高寒地区机械栽植落叶松的先河。王尚海在塞罕
坝干了 13 年，在任期间林场完成造林 54 万亩。
1989 年，68 岁的王尚海病逝。遵从遗愿，他的骨灰
被撒在了马蹄坑。伴他长眠的那片落叶松林，如今
被叫做“王尚海纪念林”。

塞罕坝原来没有樟子松。樟子松的家乡在大兴
安岭，它耐寒、耐旱、耐瘠薄。1965年春天，后来曾担

任过省林业厅厅长的技术员李兴源开始试验引进樟子
松。育苗必须用农家粪做底肥，他就在路上捡拾马粪
驴粪，甚至去附近公厕掏大粪。松芽出土时最怕鸟来
啄苗，他拿着铜锣，在苗圃周围使劲敲。一试三年，终
于取得了樟子松引种的成功，如今，樟子松已成为塞罕
坝第二大树种，解决了干旱沙地造林的一大难题。

1984年，我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到了塞罕
坝，成了“林二代”。在我的心中，我的入党介绍人王
凤明，就是我身边的一棵“先锋树”。工作十几年，王
凤明的工作岗位换过四五回，最苦、最偏远的林场他
都干过。我曾问他，刚干出成绩就调离，你一点想法
也没有？他憨厚地笑着说：“我是个党员，党让干啥
就干啥，干啥也得干好！”

2005 年，一位工人在清理水井时遇险，他第一
个跳下井去救人，不幸以身殉职，年仅 50 岁。他这
一生没有说过一句感天动地的话，但在我心里，他永
远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对塞罕坝建设者给予了
高度评价，这让三代塞罕坝人备受感动，无比自
豪。生态文明建设在总书记心中分量有多重，塞罕
坝人肩上的担子就有多重。中国梦，需要更多的

“中国绿”，我们将牢记重托，不负使命，把塞罕坝
精神发扬光大，在绿色发展的新征途上，当好“先
锋树”，再创新辉煌！

牢记使命 铸就绿色丰碑
河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周金中

做生态文明建设“先锋树”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场长 刘海莹

选择塞罕坝 我无怨无悔
塞罕坝机械林场退休职工 陈彦娴

花 海 是 我 最 美 的 裙 子
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 杨 丽

塞罕坝绿种撒遍承德大地
承德市林业局干部 封捷然

塞 罕 坝 的 绿 色 年 轮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大力学习弘扬塞罕坝精神，更好激发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8月30日上午，塞罕坝林场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
机关干部等800余人参加，6位报告团成
员的深情讲述深深感染了现场听众。现
将报告会发言摘登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