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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物风采

纵 横 谈

泥融飞燕子，春风花草香。伴随春天

的脚步，人们陆续走向郊野，种树播绿。

4月8日上午，习主席在参加首都义务

植树活动时强调，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城

市、森林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

四季常绿、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

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回望神州大地，你挖坑，我扶树，你埋

土，我踩实……从黄河两头到长江两岸，从

黄土高坡到闽赣山川，植树成为广袤土地上

的靓丽风景，在春日里映出一片绿色希望，

是社会公众建设美丽中国的标志性体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

计。绿水、青山、蓝天是良好生态环境的重

要标志。回顾走过的路，中国人以蹄疾而

步稳的精神做这件事已经几十年，三北防

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系列重大

生态工程，为中华大地绿色版图不断扩容

发挥了重要作用。

“孟春之月，盛德在木。”种树播绿，才

有鲜氧绿洲。植树造林、绿化大地，以此

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是建设生态文明和

改善环境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进一步加大生态文明和国土绿化建

设力度，“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观念深入人心，各地爱绿、植绿、护绿之行

蔚然成风。时至今日，我国森林覆盖率已

由新中国成立初的8.6%增至21.66%。在

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我国森

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成为全球森

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另据美国航天

局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全

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

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但她仍展现出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领

导者姿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小约翰·

柯布，曾专门撰文点赞美丽中国建设。

无疑，中国的“绿色奇迹”是值得世人赞

叹的！取得成绩的同时，还需保持清醒

的头脑。必须看到，我国生态欠账依然

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

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色，

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让草原

牧歌欢唱……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

蓝图，也是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无

疑，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

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为此，我们

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

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今年两会

上，习主席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

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要求，

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大道至简，关键在干。

“蓝图”变实景需要持之以恒的国家

行动，需要务实有效的政府举措，更需要

“从我做起”的个人努力。无论是个人，

还是家庭，都应以生态文明为镜，自觉倡

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多做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的事情，摒弃破坏环境和侵害生态的恶

行，努力形成人人崇尚生态文明、人人尊

重自然环境的社会风尚。我们相信，全

社会同心向生态、上下齐攻坚，必能实现

蓝天常在、碧水长流、永续发展！

行动起来，让大地遍染绿色
■王继亮 郑 奎

初春，在位于库布其沙漠东端的内蒙古达拉特旗银肯塔拉生态旅游区，治沙工人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沙柳种植。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鄱阳湖畔鸟天堂，鹬鹳低飞鹤鹭翔；野鸭
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鹄藏。”春日的鄱阳湖
畔，翠鸟翻飞，水草摇曳。从地图上看，作为我
国最大的淡水湖，它犹如一块翡翠，系在长江
之腰，令人感叹。
“鄱阳湖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是很多候鸟不可替代的越冬地。”这段时间，
参加江西省第38届爱鸟周活动的武警官兵活跃
在鄱阳湖畔，向过往游客和市民宣讲保护生态文
明常识。武警南昌支队政委肖跃明介绍，每年10

月到第二年 3月，鄱阳湖水落滩出，湖泊星罗棋
布，湿地水草丰茂，会迎来大量迁徙候鸟停留。

守护候鸟安全过境，成为驻军官兵的一项
重要任务。2015年冬天的一次巡查中，他们发
现有人在湖上布设了捕鸟网，便立即组织官兵
深入冰冷的湖水，将累计长度千余米的捕鸟网
全部拆除。

捕鸟网虽然拆除了，但大家感到，一次行
动很难有持久效果，关键在于提升民众环保意
识，让环保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为此，他们加

强与驻地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在加强环境督查
巡查的同时，借力户外屏幕、移动网络等播放
制作宣传片、DV动漫等，以鲜活的形式影响群
众日常行为。

环境巡查、宣讲教育、清淤护鸟……这几年，
武警官兵与当地群众一起，积极参与鄱阳湖生态
文明建设，为守护一湖清水作出了应有努力。去
年11月，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9只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白鹤。消息传来，驻守在湖畔
的官兵颇感欣喜，他们知道这其中也有自己的
一分辛劳。

这段时间，随着气温转暖，鄱阳湖区的冬候鸟
正陆续集结北归，而夏候鸟的“先头部队”已陆续
抵达。驻守湖畔的官兵正积极行动，抓紧制订守
湖护鸟详细方案，为打造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样
板区多作贡献…… （曹先训 王艺琳）

鄱阳湖畔—

一湖清水成就鸟天堂

春寒料峭，细雨霏霏。时隔一年，第 73集
团军官兵再次来到长汀县汀江河畔，挥锹铲
土、扶苗浇灌，在红土地上栽下株株树苗，为老
区增添一片新绿。

由于地貌和历史原因，地处闽赣交界的长汀
成为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县份之一。“20多
年前，这里光秃秃的让人绝望，甚至有村民外出
打工前撂下狠话说‘这辈子再也不回长汀了’。”
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李建松介绍说。
“让绿色赶走贫困。”2002年，长汀县政府提

出治理水土流失的口号。从彼时起，一场军民

参与的植树造林和水土流失治理活动持续至
今。如今，当地荒山重新披绿、江河重现清流，
以现代农业、旅游为主的生态产业风生水起，带
动整个县域逐步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

在很多长汀人的记忆里，2017 年令人难
忘。当年，这个水土流失的重灾区通过了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评估和考核验收。数据
显示，仅 2012年至 2017 年的 5年间，该县就完
成造林绿化面积30.97万亩。
“这期间，驻闽部队发挥自身优势，作出了

积极贡献。”在当地生活工作 25年的李建松，见

证了军民合力治理水土流失作出的努力。他
以第 73集团军为例说，这个集团军连续多年派
官兵参与长汀县及周边上杭县、连城县等地植
树造林活动，先后植树 52.5万余株，施肥 1.5万
余亩。

不光要种树，关键还要把树种活。为提高
树木成活率，每年参加植树活动前，很多部队
还会邀请当地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官兵进行培
训，有的单位还邀请有共建关系的村民一起参
加植树，以便为官兵传授植树经验。

目前，长汀县森林覆盖率达 79.8%，已成为
福建最绿县份之一。辛勤付出绿了荒山，驻闽
官兵又与当地政府一起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
济。如今，当地建立了河田鸡、豪猪、竹鼠等特
色养殖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效益为老区
群众带来越来越多实惠……

（赵 欣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闽西老区—

一块红土迸发绿动力

初春时节，江阔风轻。迎来祖国的第一缕
阳光，驻守在黑瞎子岛上的官兵开始了一天的
生活。
“黑瞎子岛上有盲人吗？”每年新兵入伍，

老兵班长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会耐心
地跟新兵解释，秋季马哈鱼会回游到岛上产
卵，以鱼为食的黑熊便会到岛上捕食，而东北
方言把黑熊称为“黑瞎子”，当地人因此为岛取
名“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上没有盲人，相反这里长满了

‘眼睛’。”上士吴乃剑用手指了指面前的视频

监控系统说，借助这些“眼睛”，他们曾监控到
野生黑熊活动情况，为掌握了解其生活习性、
做好保护工作提供了一手资料。

夏秋季节，岛上枝繁叶茂、草木丛生，沼
泽、草塘星罗棋布，是典型的湿地环境，每年岛
上都会迎来很多人旅游观光。为此，驻岛官兵
自制了一些提示牌竖在显眼处，以提醒游客爱
护岛上生态环境。
“不但要捍卫好每一寸国土不丢失，还要

守护好每一方生态不被破坏。”四级军士长盖
强的这句话，道出了战友们的心声。他介绍，

为确保生产生活等不破坏岛上环境，官兵都会
把厨余垃圾集中存放，然后运输到岛外做无公
害处理。

2013年 8月中旬至 10月下旬，三面环水的
黑瞎子岛遭遇特大洪水，很多植被遭到冲击。洪
水退后，驻岛官兵第一时间蹚着深深的淤泥清理
杂物、捡拾上游冲下来的白色垃圾。
“对战友来说，我这里就是受伤小动物的

天然‘救护站’。”卫生员刘瑞兴说，战友们执勤
回来，经常会带生病的小动物、落单的雏鸟交
给他医治或看管。而每次小动物被医治好了
或者雏鸟翅膀硬了，战友们又会把他们带到捡
拾的地方放归自然。

松树、云杉、杨树……在岛上行走，很多人会
被多样的植物所吸引。这其中，很多是守岛官兵
的杰作。他们把守岛的使命扛在肩上，也把生态
文明理念植入了心灵。 （张裕怀 童 康）

黑瞎子岛—

一片绿洲让人心向往

提及沙漠，陕西省榆林市补浪河
乡的百姓有道不尽的苦、流不完的泪。

补浪河乡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
上世纪 70年代，全乡 80％的土地被荒
沙吞没。迫于生计，很多人远走他乡。
“风刮沙来睁眼眼难，庄稼苗苗长

不全，压咱地呀埋咱房，讨口口呀离家
乡……”边兆芳，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
连第十二任连长。1974 年 5月，为响
应党中央“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
召，她和 54位姐妹一起开赴补浪河大
水湾黑风口。
“在沙漠种树，比上天摘星星都

难。”一位记者如此描述民兵们搏击风
沙的场面：挖树坑，挖出一锹，立马就
被细沙填平；栽树苗，风沙一来，树苗
就被拦腰折断；温度高，一瓢水下去，
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帮女娃能把荒沙治理好？很多
村民心中都有疑问。姑娘们心里憋着
一口气：一定要把沙漠变绿洲！
“寸草遮丈风，留着挡风沙吧。”走

在林场沙埂上，不时可见枯死的树干
伫立着，却没有人砍折捡拾。其实，治
沙连的姑娘刚到黑风口便就定下一条
铁规：任何人不准到林场放牧，不准动
林场一草一木。

上世纪 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
奔涌而来。当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有人提出把树林砍了卖钱。
时任连长潘生清——与风沙搏斗 6个
年头都没掉过一滴泪——面对蜂拥而
至准备砍树的人放声大哭。随后，她
先找公社书记，接着挨个村找生产队
长，苦口婆心地解释、劝说，最终林场
得以保全。

住柳笆庵子、吃苦苦菜、人拉肩
扛，营造防沙固沙林带 33条，治理荒
沙 14400亩，开辟绿洲 2万多亩……凭
着愚公移山式的执着，她们硬是在毛
乌素沙漠上织出一条条绿带，被联合
国环境专家赞誉为“世界治沙史上的
奇迹”！
“女民兵治沙造林，仅是榆林群

众沙漠化治理的一个缩影。”现任民
兵连连长席彩娥，2013 年从部队退
役后来到治沙连。她说，当地像治
沙连民兵这样的“愚公”还有几万
名，几十年来，凭着这股“愚公移山”
的精神，他们成为毛乌素沙漠治理
的重要力量。

大漠无言，林海有声。如今的补浪
河，已被郁郁葱葱的林海染绿，成为榆
林的一张绿色名片。植被好了，生态效
益有了，民兵们正琢磨着“沙里淘金”，
为沙区群众找到一条生态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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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让神州披绿装
—人民子弟兵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