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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定西车道岭林场40年不懈播绿

陇中旱塬变了样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曹应森

车道岭林场是甘肃

省定西市安定区惟一的

国有生态公益型林场。

经过林场职工40多年的

不懈努力，昔日的荒山如

今满目苍翠，森林覆盖率

达 80%以上。它是定西

乃至甘肃省干旱少雨同

等条件地区林业生态环

境建设的一面旗帜，见证

了陇中旱塬生态环境的

巨大变迁

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城北40公里
处巉口镇境内的车道岭林场，昔日尽
是光秃秃的荒山，如今森林覆盖率已
达80%以上。

一年栽树6000株

75岁高龄的车道岭林场老员工
王宗刚是甘肃省榆中县甘草店乡车
道岭村人，他的家距离车道岭林场只
有一公里路程。已经退休 27 年的
他，疾病缠身、出行困难，可仍像把

“魂”丢在了车道岭林场一样，时不时
地要去看看这个奋斗了半辈子的

“家”。“习惯了，来这里看看树，摸摸
草，看看蓝天，听听鸟叫，心里舒服，
感到是一种安慰。”

在老人家里写字台玻璃板下有
一张黑白集体照片，尽管已经老旧得
有些泛黄，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珍藏
着，每天都要用手摸摸这些老照片。

“这是我们一起进场子时的老同事、
老战友，我们一起平整地块，一起育
苗、植树、种草、护林，一个锅里吃饭，
一个窑洞里避雨，一个草棚里休息

……”每当有人来访，老人就指着老
照片，滔滔不绝地讲述昔日他们一起
植树造林的故事。

响应国家号召，根据当地党委政
府安排，1959 年 10 月，车道岭林场
组建，17岁的王宗刚便和刘兆海、麻
润珍、刘效愧、刘汉英 5 人成为车道
岭林场的第一批建设者。

没有场房，就借住在半山坡农户
废弃的土坯房里，土炕上不要说被
褥，连一张草席也没有，几个人盖着
一床被子。遇上雨天，屋外下大雨，
屋内下小雨，几个人换着用洗脸盆接
水挡雨……

当时最困难的当属育苗和植树
了。育苗没有树种，怎么办？他们就
采取为当地老乡义务修剪树木的办
法，把剪掉的树枝拿回来扦插育苗。

“一缺钱，二缺技术，全凭自力更生，
全凭老经验、土办法。大家只有一个
念想，就是把林场发展好，把苗木育
好，把树栽活栽好。”

在儿子王富军的记忆里，父亲王
宗刚爱场爱树胜过爱家爱孩子。在
距离家10公里远的朱家店绿化基地

上挖反坡台、植树造林时，王宗刚干
在那里、吃住在那里，难得在家里和
妻子儿女一起吃个团圆饭。王富军
最深刻的印象是，父亲一出门十天半
个月不回家，偶然回一次家还是晚上
家里已点上油灯的时候，一回家便倒
头睡觉，天麻麻亮又出发了。

一个人，一顶草帽，一套黄军装，
一把铁锹，一年栽树6000株。从进
场至退休，王宗刚从帅小伙变成了耄
耋老者，他花费30多年心血栽树15
万株以上，至今成林树木达 5 万株
以上。

就是因为有像王宗刚这样的一
代又一代林业人的艰辛付出，才有了
今天的青山苍翠、林草繁茂的好环
境。如今，车道岭上的大小 8 座山
梁、50多条沟湾、总面积13050亩的
土地已全被茂盛的树木覆盖，杨树、
杏树、榆树、山毛桃、柠条、油松、侧
柏、核桃、文冠果等，长势喜人。

悉心管护一片片绿色

当王宗刚于1991年从植树造林
的岗位上退休后，儿子王富军又接过
父亲的铁锹加入植树造林的队伍。
27年来，自行车换了3辆，摩托车换
了2辆，一年光在林业工作的路上骑
行就有 1.5 万多公里。他的同事高
学功，也从老父亲高向贵手中接过造
林绿化的接力棒，与他一起奋战在车
道岭林场。24 年间，他们精心育出
高质量、高标准的苗木，目前，他们的
苗木不光畅销定西各县，还供应附近
的会宁、榆中等地。

“造林难、管护林更难”。王富
军、高学功等林场人深知栽植绿色的
不易，更知道管护绿色的艰辛。为了
保证树木成活，他们守护在山上、吃
住在山上，20多年来，像管护自己的
孩子一样悉心管护着一片片绿色，守
护着车道岭的生态屏障。

复退军人刘莉1991年进入车道

岭林场后，就把青春年华贡献给了这
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绿色。

2013年年底，40多岁的刘莉在
林场夜间值班期间，因一氧化碳中毒
而烫伤了右上肢，她克服两次植皮手
术时的剧烈疼痛，克服手术前后及康
复时生活的不便，仍坚强地奋斗在绿
化工作第一线。

让森林资源创多重效益

“林场发展了，职工的造林技术
更成熟，经验更丰富，再加上能吃苦，
敢于担当作为，如今我们也能和一些
企业、公司竞标造林工程了。”林场负
责人陈正斌告诉记者，他们采取“走
出去、抓项目、包工程、保吃饭、促和
谐；留下来、抓管理、包生产、保资源、
促发展”“两条腿”走路，让林场走出
了困境，也成功探索出车道岭林场独
特的发展路径，年承包造林工程植树
造林均在千亩以上，有时多达两三千
亩，甚至四五千亩。如今，通过承包
工程和出售林场果园的果子及苗木，
已经能贴补上20多名员工的工资差
额，林场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

“我爱绿色，也爱车道岭这个奋
战了28年的岗位”“我是车道岭人，要
为车道岭干一辈子”“栽树26年，看着
荒山变绿洲，一生无怨无悔”“这里就
是我的家，我爱林场如爱家”……行
走在茂盛的林场里，徜徉在山沟梁峁
的绿色海洋里，王富军、尹祥、张军、
杜富等这些脸上刻满风霜的车道岭
林场员工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着对
绿色、对自己工作的热爱。

“我们植树播绿，为车道岭和安
定区筑起了‘生态屏障’，也为陇中打
造了旅游资源，我要有效利用好这些
森林资源。”面对此山此景，陈正斌有
了新想法，他准备与有志于旅游开发
的人士进行密切合作，把丰富的森林
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四川攀枝
花的空气质量曾一度为人诟病。如
今，蓝天白云已成为攀枝花最常见
的风景。“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
条”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让攀枝花
展现出绿水青山、蓝天白云、阳光花
城的新形象。

治气：深呼吸更畅快

攀枝花一度曾戴上全国“十大空
气污染城市”的“黑帽子”。如何摘掉
这顶“黑帽子”？攀枝花市委、市政府
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和坚决打赢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切实行动。

“治气”攻坚战首先在影响空气
质量的重点领域打响。

近年来，攀枝花以攀钢等大型
企业为重点，采用第三方投资、建
设、运营的BOO模式，对攀钢1号、
2 号、6 号烧结机开展脱硫治理，综
合脱硫率从以前的 50%左右提高
到95%以上；对钢城集团米易白马
球团有限公司等 70 家重点企业进
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清洁生产
技术改造。

同时，攀枝花制定出台了《攀枝
花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重点
行业烟粉尘治理实施方案》《建成区
燃煤锅炉淘汰工作实施方案》等，推
进西区区域污染综合整治、大宗物料
运输方式转变、黄标车和燃煤锅炉淘
汰、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扬尘污染
整治等工作，全面启动机动车排气污
染检测线建设与检测工作等。

治水：一江碧水穿城过

浑浊、泛黄，曾经是攀枝花市民
对金沙江的印象。如今，金沙江变
得清澈，重现一江碧水穿城过的
景象。

近年来，攀枝花印发并实施
《攀枝花市水环境保护规划》等一
系列水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实施金
沙江城区段沿江污染整治和景观打
造工程，开展纳拉河、马家田沟、
摩梭河、仁和沟、安宁河流域污染
综合整治，对在水处理系统上不达
标不合理的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和挂
牌督办，并加强工业企业水污染防
治监管、监测力度，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实现工业企业污染
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开展国省
控重点污染源企业、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和地表水水质等监测工
作，确保水质达标；强化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保护和监督管理，推进
替代水源地和备用水源地的建设
工作。

目前，攀枝花已全面实行河长
制，三级河长制体系构建完成，全市
环境质量状况保持良好，地表水国、
省控断面达标率为 100%，金沙江
和雅砻江攀枝花段水质均为优。

治土：高山峡谷披绿装

攀枝花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和全国重要的土壤保持区，肩负
着为长江提供生态屏障的责任。

如何强化长江上游水土涵养，
促进生态资源保护？

攀枝花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抓手，以全国首批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试点为契机，以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为重点，采取“背土上
山、掘井取水、太阳能提灌”等措施，
开展大规模绿化行动，加强裸露工
矿迹地、破损山体等“硬骨头”生态
植被恢复，开展工矿废弃地山、水、
林、田、路综合整治。

2013年以来，攀枝花市综合治
理迹地、破损山体、石漠化土地及植
被恢复等超过 1.66 万公顷，建成 3
个国家级绿色矿山，新增、改建绿地
超过 2.45 万公顷，形成了“金家村
模式”“席草坪模式”“西佛山模式”
等特色防治模式。

昔日荒山秃岭的三线工矿城市
已变成了如今林茂花繁的“中国阳
光花城”。攀枝花在铁腕治污的过
程中，还实现了产业升级与环境保
护的良性互动。

攀枝花用实践证明，建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一定要打破

“输出资源、留下污染，输出财富、留
下贫困”的被动发展局面；一定要调
整产业结构，科学、和谐发展。

从环境保护破题，攀枝花开始
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攀枝
花初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高品
质的“年轻人养身、中年人养心、老
年人养老”的康养基地，“阳光花城·
康养胜地”的城市品牌知名度、影响
力不断提升。2012 年至 2017 年，
攀枝花市每年接待游客数量从
852.57万人次增加至2317.09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从 66.85 亿元增加
至279.31亿元。

四川攀枝花

从工矿城市到阳光花城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陶泓霖

生态乡村美如画

不久前，第十九届中国昆明国际
花卉展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为了
参加这次展会，花农杨绍文每天要赶
四五十公里的路。

杨绍文是昆明晋宁中谊村花木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户，这几
年因抢先种植新品种花卉，家庭收入
连年递增。杨绍文说，这次来参加展
会，主要是想了解市场行情，“必须了
解花卉产业的新形势，选好市场需要
的好品种，才能卖上好价钱”。

云南是目前全球花卉面积和产
值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全球最大的
鲜切花生产地，鲜切花生产面积、产
量位居全球第一，产值居全球第二。
而昆明市晋宁区去年花卉产业总产
值达到 15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9.2%，已成为全球三大温带花卉鲜
切花产地之一，鲜切花的面积、产量、
产值均居全省第一。

云南的花卉产业正面临着设施、

品种、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通过展
会以及期间丰富的活动，不仅能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对云南花卉产业
有更深入的了解，还能让产销两端进
行更有效的对接。

2017 年，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
达到 156 万亩，花卉综合产值实现
503 亿元，花农收入 121 亿元，花卉
进出口量都在全国排首位。云南省
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锐说，
花卉产业是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
食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现
云南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通过30
年的发展，云南的花卉产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但是与荷兰、英国、日本等花
卉生产大国相比，在冷链运输、种业
开发以及生产种植上还有一定差
距。“围绕打好‘绿色食品牌’，发展好
花卉产业，云南将从六个方面着手。”
陈锐说，一是以现代花卉产业园为重
点，从分散转为集约化、规模化种

植；二是利用顺丰、京东等大型企
业集团进驻的契机，破解冷链物流
瓶颈，以完善的云花物流冷链体系
实现全产业链效益的整体提升；三
是以建立绿色高效生产示范区为重
点，加快产业的绿色有机化进程；
四是以打造花卉行业的知名品牌和
展会品牌为核心，不断提升云南花
卉的市场影响力，推动云南花卉品
牌化发展；五是加大花卉新优产品
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科
技创新增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六
是培养龙头企业、花农合作社，以
及种植大户、中小型企业，让云南
花卉产业更上一个台阶。

展会上，云南锦海、云秀、杨月季
等企业都亮出了自主研发的花卉新
品种。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童舟表示，云南花卉产业的
优势不单在气候方面，更体现在创新
发展上。杨月季自主研发的“湖蓝”

“姹紫嫣红”“青花瓷”等绣球花品种
可以代表中国花卉与国外先进水平
一较高下。其中“湖蓝”品种能适应
零下 12 摄氏度到 35 摄氏度的花卉
极限温差露天种植，完全可授权国外
生产商种植以收取专利费。

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杜建辉说：
“云南是国内花卉新品种选育和关键
实用技术研发实力最强的省份，多项
花卉栽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累
计育成花卉新品种近600个，获得国
家授权花卉新品种数量占全国的半
数以上。”

当前，物流是云南花卉产业的痛
点。顺丰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方其
东表示，顺丰的云花物流全程冷链系
统从今年2月份开始启用，虽然现在
还没能覆盖所有消费市场，但其全程

“门到门”服务不脱温的冷藏运输，解
决了原来花卉配送最为重要的几个
大问题。

花卉成为云南打造“绿色食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鲜花之美 可赏可食
本报记者 周 斌

车道岭林场所在的官兴岔流域满目苍翠，一望无际。 刘 瑾摄

7月25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G65高速公路沿线一带，蓝天、晨雾、
青山、绿树与稻田、民宿等交相辉映，编织出一幅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乡村画卷。 粟勇主摄

10余年治污，四川攀枝花交出一份绿色答卷——空气

质量优良率由16%提升到100%；地表水和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综合治理裸露工矿迹地、破损山

体、石漠化土地及植被恢复等超过1.66万公顷，新增、改

建绿地超过2.45万公顷……昔日荒山秃岭的三线工矿城

市变成了如今林茂花繁的“中国阳光花城”

车道岭林场育苗基地一角。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