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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王文花走在山路
上，看着绿树成荫，还时常会
想起多年前在漫天风沙里，
她挨个动员村民植树时流下
的眼泪。

树海无声，但从无到有、
从生到死、从退化到改造，它
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变化与发
展。

坝上造林：从 0

到 22 . 4% 的绿色覆

盖

王文花家住河北张家口
市沽源县榛子沟村。张家口
坝上地区地处蒙古高原南
缘，是北京的重要生态屏障
和水源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家
口坝上地区没有树，只有散
生木。全市坝上地区总面积
2072 万亩，当时仅有天然桦
树、山杨次生林 0 . 96 万亩，
森林覆盖率几乎为零。

康保县 54 岁的村民闫
贵依然记得，当时一刮风就
刮得看不见人。“放牛得拉
着，不然一刮风就找不见牛
了。”他说，当地很多地名比
如“东一棵村”“西一棵村”就
形象地反映了当年的样貌。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
张家口市开始大规模建设农
田林网，1978 年开始实施三
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和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

“刚开始的时候难啊，要上吊寻死的人都有。”

她感叹说，当时农民放牧，不愿意让在山坡上种
树。因为小树苗在几年之内要被围起来，这样牲畜
就无法放牧了。有些村民对她说，“我们要靠养牲
畜盖房娶媳妇，不能没有生活来源。”她就告诉对
方“咱们现在这样才是害了儿孙后代”。

最初和她一起植树的都是女人，因为家里的
男人几乎都要种地。渐渐地，人们看到了植树的重
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她们的行列。

榛子沟村折射了整个张家口的变化。通过几
代人的努力，人工林从无到有。

如今，张家口的森林面积达到 463 . 1 万亩，森
林覆盖率 22 . 4% 。站在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下
面绿油油的成片的树林，整齐地把农田分割开。

“有了树林，风都小了。”
“降雨次数多了，莜麦长得红愣愣的，无霜期

也变长了。”

退化改造：从小叶杨到樟子松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上世纪种下的杨树
陆续开始死亡。

沽源县一些村民找到林业部门，说林子退化，
沙子把自家的菜地都埋了，该改造了。

“树木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林业部门
资料显示，我国北部杨树树龄 30 年以上即进入过
熟期。杨树防护林退化衰死最主要是生理周期到
了。”康保县林业局长杨帆说。

根据张家口市林业部门的数据，2010 年，坝
上地区林地开始出现大面积退化，152 . 9 万亩杨
树防护林中退化面积达到 121 . 57 万亩，退化林中
有 41 . 9% 衰死或者濒临衰死。

2014 年，张家口开始退化林改造工程，准备
利用三年时间对退化的杨树林进行改造。截至目
前，全市已经改造了 96 . 57 万亩，其中很多杨树被
替换成了樟子松。

“樟子松比较耐旱，需水量没有杨树大，而且
寿命长。”张北县林业局长王进焕说，防风固沙方
面，两种树的效果差不多。

受益于之前的种树造林，当地百姓参与退化
林改造的积极性很高。张北县村民安春福承包了
200 多亩林子，他每天都要去巡视。“刚种下的小
苗要是羊来了一口就吃了，因此需要特别留心。”

他说。

今年是树苗种下的第二年。小树像小学生一
样高，伸着手臂一样的树枝排列整齐。“明年它们
会长得很快。”安春福看着小树笑着说。

闫贵被选为护林员，他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
和同伴一起巡视 2000 多亩林子。

林下经济：从生态到富农的升级

生态林本身没有太多经济价值。为了提高村
民的生活水平，坝上地区鼓励人们发展林下经济。

在尚义县，赵树东实验性地承包了两万亩地
种枸杞。他告诉记者，如果效益良好，他计划到
2020 年承包 100 万亩进行大面积推广。很多在那
里工作的人都是当地村民，比如来自四工地村 60
岁的刘斌。

“以前在家种地，现在岁数大了，种不了了，就
来到这里装盒。老伴也在这儿，负责采摘。”他说，
夫妻俩每人月收入 3500 元。

在康保县，46 岁的段贵斌承包了 4000 亩地，
其中包括 2000 亩林子和 2000 亩荒地。林地种蘑
菇，荒地种玫瑰，他雇用当地的贫困户在地里打
工，一天 80 元。

“平时一百来人，平均年龄都在 70 岁以上，主
要是些干不动农活也没法出去打工的村民，给他
们点儿收入。”他说，年纪最大的老人已经 82 岁，
负责栽苗。

段贵斌希望等退化林改造的小树长大以后可
以发展旅游。“游客可以在玫瑰花田里拍照，还能
在林间采蘑菇。”他说，现在那里正在修路。

这也是王文花的愿望。

她以前有三个心愿：村里修上路，坡上栽上
树，家家通上自来水。第一个和第三个心愿已经实
现了，第二个也基本实现了。村里启动生态移民后
空出来一些地，她希望继续把那些地也种上树。

“愿望实现了，就还会有新的想法。”她认真地
说，“我希望能栽点经济林，春天看花，秋天吃果。

多好啊。” （记者白旭、任丽颖)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11 日电

本报记者李洪磊

躲过清晨的一阵细雨后，蒋巷镇的稻田里
蛙声一片，蝉鸣重起。

十几只白鹭，就像从迷蒙的山水画中跳了
出来，在稻田里悠游自在：有的站在田埂上休
息，有的轻飞起来慢慢盘旋，有的低头捕捉螺
蛳。这群精灵，“不怕人的嘞——— ”蒋巷镇党委委
员李轩说。

蒋巷镇属江西省南昌县，紧邻南昌市区。往
南，跨过二三百米的赣江南支，就是南昌市高新
区的在建楼盘；往西，沿赣江逆流而上 6 公里，
就到了南昌地标——— 1300 多年来，曾历经 29
次重建的滕王阁。

南昌市高新区所在的麻丘镇，青山湖区的
罗家镇，白鹭云集的景象也不罕见。它们栖息的
地方，很多都是南昌市划定的城市周边基本农
田。

2015 年 3月底，全国有 106个重点城市开
始了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南昌市
是江西唯一一个。两年多来，南昌市按照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落实生态文明
建设的根本要求，科学划定了 2 . 9 万亩城市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全域共划定了约 300 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

由内而外，南昌城市周边基本农田、城镇周
边基本农田、全域基本农田，犹如绿色的“环路”，
与梅岭、赣江等自然生态一起，结合交通路网控
制线，为南昌大都市区立上了一个个“田桩”。

不少南昌干部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采访时形象地说，这些永久基本农田把南昌市
和区县扩张的边界“锁”住了。

既藏粮于地，又严控城市发展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耕地是我
国最为宝贵的资源，关系十几亿人吃饭的大
事，要保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到位，
就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好耕地。平整肥沃
的永久基本农田，又是“藏粮于地”战略根本的
根本。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在城市周边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还有一个重大含义。

展开国内不少城市的地图，一圈一圈的环
路把城市核心围绕起来，构成蛛网式的城市布
局。然而，不少城市热衷修筑的环路，却是城市
“摊大饼”发展的表征。

“就是一点一点摊过去嘛，最终会让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集中爆发。”南昌市城乡
规划局副局长陈明远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说，“外围地区的公共服务也远远差于核心区。
一些超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跟小县
城差不多。”

有效治疗城市病，还是应该从用土管制
入手，“通过划定城市 (镇 )周边永久基本农
田，确保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
准农田全部纳入，再加上湿地、山脉、河流等
自然生态及交通路网控制线，共同构建起大
都市的城市生态底线和实体边界，才能从根
子上避免城市的自发、无序、‘摊大饼’式扩
张。”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献忠向《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中央要求，要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作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定内容，在规划批准前先
行核定并上图入库、落地到户。“国土部门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后，才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
规划部门才能开展后续工作。绣花也好，画画也
罢，都得在这个框框里。”陈献忠说。

2015 年 3月 30 日，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
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106个重点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了
106个重点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初步任
务，细化了推进工作的具体要求。南昌市担起了
江西省划定工作的重任。

两年来，南昌市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大
都市生态红线划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相结合，摸底调查、反复论证，重点将城边、
路边等 2 . 9 万亩优质耕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
田。

南昌的城市周边永久农田划定后，有效地
与城市周边山川、河流、森林、湖泊等天然生态
资源相结合，使南昌大都市区生态红线与城市
开发边界相吻合，对中心城区进行了有效合围
和隔离。划定成果已于 2016 年 2月 24 日经国
土资源部部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来往博弈间，工作不能“硬邦邦”

尽管有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国策做“尚方宝
剑”，但想留一份美好乡愁给南昌人民，却难言
轻松。“划定过程非常复杂，举证沟通来回几个
月很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博弈。”陈献忠
说。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
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在划定过程中，城市发展
新旧思路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不鲜见。

“巴不得少划一点。”一些区县干部向《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坦承，“划定之初，我们的城市发
展思路比较老旧，还是想把农田划得远一点，把
城市建设范围拉得大一点。”

这种想法，“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陈献忠
说，“城市发展肯定涉及建设用地。从地方来讲，
还是希望农田划得远一点，希望城市半径大一
点。因为一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建设用地
就不能占用了，自然会影响城市原有的发展格
局。”

一些区县干部还反映，优先划定城市周边
永久基本农田，也可能会对招商引资造成影响。

“城市周边基本农田土地平整、开发利用成
本低，有企业投资时，一开始就看中了基本农
田，还要不要引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陈明远
说。

一边要保护农田，一边要发展城市，两者之
间的矛盾如何消弭？南昌市及各区县在划定过
程中，逐渐摸索出“多讲讲道理，多举举例子，多
出出主意”的工作思路，而不是把国家政策和要
求硬邦邦地“砸”给区县和相关单位。

讲道理，就是要让每位城市决策者深刻理
解“耕地红线、生态红线”，提高对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的认识。

“也就是说，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是条不
可逾越的国家红线，对遏制城市盲目发展冲动，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东湖区委书记刘闯说。

还要用一线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解决
方案当例子，形象地讲明白划定的必要性。

“上海都在复垦耕地，不就是原来的发展思
路跟不上时代了吗？先进城市都在做，南昌为什
么还要走‘摊大饼’的老路呢？”陈明远说，“你光
强调‘这块地就是不能用’，显得比较笼统苍白，
说服力不强。多讲讲道理，多举举例子，‘摊大饼’
的心结才能慢慢打开，划定工作也就好开展
了。”

同时，也得“多出出主意”，积极为区县和相
关单位出谋划策，解决问题。

“做工作不能粗暴，要有效沟通。”南昌市国
土资源局新建分局副局长陈卫华说，“绿谷农业
示范区要占 100 亩耕地，我们跟他讲，80 亩用
来种粮食，20 亩用来建配套加工厂和展示区就
可以了，没必要把 100 亩耕地都划成建设用地。
绿谷原来想要几千亩建设用地，最后也只要了

600 多亩。要多出出主意，否则单纯把政策压下
去，人家反弹更大，工作更难做。”

边界划好了，城市要“精明增长”

如今，环顾南昌四周，一条绿色的“生态红
线”清晰可见———

西面有鹭鸟云集的象山，有绿树成荫的梅
岭，北面有赣江和鄱阳湖平原，东面有吸引了
30 多个品种野生候鸟栖息的天香园，有大雁常
驻的艾溪湖，再加上自北而南铺展开的蒋巷、麻
丘、武阳等地的永久基本农田，还有其他点缀在
城市之中的各个湿地、水面，南昌的“绿肺”张力
十足，自然生态屏障严丝合缝，紧紧罩住了这座
鄱湖水城。

不过，与武汉、长沙、合肥等周边兄弟城市
相比，中心城区面积仅有 287 平方公里的南昌
市，无论在城市建设规模、经济发展总量还是人
口聚集程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作为省会城市
和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增长极，发展依然
是南昌市不变的主题。

但是，有了永久基本农田，有了自然生态红
线，城区已经不能随意“摊大饼”了。在严控城区
及边缘增长的基础上，到底怎么走城市绿色发
展的道路，去哪里寻找发展和承接空间？

南昌市亟须蹚出新径，也就是重点布置推
进距离中心城区 25 — 40 公里左右的外围组团
建设———

在东，跳过瑶湖，实施麻丘小城镇规划；在
南，串联式发展罗家小城镇、八一新城；在西，集
中力量打造九龙湖新城、望城新区；在北，对接
空港，高位推动临空经济区建设。

通过这些跳跃式、组团式、卫星式的发展，
同时以区域交通廊道为空间发展骨架，南昌谋
划出“核心+组群、圈层+廊道”的“一核、三组、四
廊”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从而有效引导了人口
及产业向大都市区外围小城镇疏导集聚，进一
步优化了全市国土开发空间格局。

在全新的城市格局下，倒逼集约节约用地、
转变发展观念、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就成为南昌
市和各区县的发展指针。

为适应永久基本农田对城区扩展的挟制作
用，青山湖区就提出了昌东工业区向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转型、罗家产城融合区建设、建立现代
都市农业示范区等几大课题，促进城市“精明增
长”。

同时，各区县还加大对企业的引导力度，变
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坚决摒弃“为项目调农
田”的旧思路，践行“为农田调项目”的新理念，
科学设置项目落户的标准化体系。

南昌县就在全省率先出台了专家评审机
制，洽谈意向项目淘汰率近 65%。这背后，算的
正是既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又促进城市产业合
理发展的全局账、长远账。

其实，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后，区县也尝
到了甜头。“高新区以前的基本农田都是点状分
布的，遍布高新区各个角落，这也不能动，那也
不能动。”南昌市高新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叶敏
说，“而通过科学划定，现在高新区的基本农田
都是集中块状分布的，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发
展了。”

农田划好了，还得护好、种好

划定工作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永久基本
农田划好了，还要保护好。“我们这些人，是对土
地有感情的嘞。要是抛了荒，被强占了，那就是
罪过。”南昌县八一乡国土所负责人应良川说。

为了保护耕地，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南
昌市及各区县不仅成立了各级保护领导小组，
建了工作微信群，出台了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
法，还层层签订责任状，确保任务分解到镇到
村到户。东湖区扬子洲镇镇长邹斌就给《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展示了他和区长签字的责任
状，“出了问题，我可得担责任的嘞。”

在田间地头，还有日日夜夜巡查的工作人
员。八一乡国土所下辖八一乡和武阳镇的耕地
巡查工作。仅仅八一乡，就有约 1 . 6 万亩的永
久基本农田，“天天都在田间巡查，”应良川说，
“一旦发现在基本农田上搭鸭棚、盖板房的，都
要及时拆除到位。”

在谁来种地的问题上，南昌不少农村也面
临“空心化”的窘境。新建区西山镇郭溪村全村
原有人口 1601 人，随着外出务工人口增多，留
在村子里的只有三四百个老幼妇孺。就是划了
永久基本农田，也可能没人种，最终撂荒。

青山湖区罗家镇棠溪村村民熊国强更是
直言：“我今年 58 岁了，难道 5000 天后就没有
人种田了吗？”

形象朴实的话语中，深藏着老一代农民对
无人种田的忧虑。但这种忧虑并非无解的命
题。

新建区正在破题，他们一方面建立现代农
业园区，鼓励科技兴农；另一方面，积极引导规
范土地流转交易。目前，全区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流转面积达 22 . 3 万亩，占二轮承包面积
的 36 . 1%。郭溪村的村支书姜声鹃就是一个承
包了 1000 亩地的大户。

小暑这天，一个令人纷纷躲在室内的大晴
天，来到了南昌市。

为了这样的烈日，姜声鹃却已经苦等了一
个月。之前，南昌地区持续降雨近一个月，不仅
防洪形势严峻，即将开始的早稻收割也面临考
验。

不过，最近接连三四天的晴好天气，终于
让这个 45 岁的中年汉子安心了：“雨要不停，早
稻还怎么收？”

村头 500 多亩粮油高产创建示范区已经
开始晒田，为早稻收割做准备了。在下午 4 点
的烈日照射下，沉甸甸的稻穗让这片稻海的表
层泛出浅浅杏黄。顺着一个个 10 多厘米宽的
排水缺口，稻田里的水已经差不多排空了。弯
着腰的早稻紧紧地挤在一起，等着 10 天后收
割机开进来。

在当地，1000 亩地已经不算少了，一年光
租金就得三四十万元。怎么敢承包这么多？“说
句心里话，关键还是政策好！”姜声鹃说，“政府
给选良种、降成本，都是好事啊。过去二化螟、
稻纵(即稻纵卷叶螟)好恶劣的嘞，政府还出钱
建了太阳能杀虫灯，一台灯就能管 30 亩到 50
亩地，少用了好多农药。”

科技的力量，在这里结出了硕果。“今年南
昌市病虫害数量接近去年的一倍多，但是靠杀
虫灯，这块田里就没有什么虫。”新建区农业局
党委委员邓敏超站在田埂上说，“我们还推出了
病虫害保险，损失率达 30% 以上的，一亩地补
100元，尽量减少农民损失。镇上农业服务站的
万田角站长也随叫随到，为农户解决问题。”

“好政策是我的定心丸，万站长就是我的
‘保护神’。今年的良种稻子也争气。前一阵儿水
稻授粉灌浆，却赶上了不见太阳的天。往年肯
定就歉收了，但今年亩产 1000 斤靠得住。”姜声
鹃补充说。

在田埂边，姜声鹃俯身拽了一把稻谷，放
在记者手上，“麻壳(空壳稻谷)不算多。稻子都
扛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赚不赢的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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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8 月 11 日电(记者吕庆福、童
方、吴文诩)8 月 8 日晚，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世
界著名风景区——— 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
7 . 0 级地震发生后，人们在担心九寨沟人生命
安全的同时，也对九寨沟景区给予了高度关注。
九寨沟景区是如何发现的？又是怎么保护下来
的？目前情况如何？

8月 10 日，记者采访了在九寨沟生活和工
作了 42 年、目睹了九寨沟从伐木到保护全过程
的阿坝州南坪林业局副局长黄泽明。

“怎能忍心砍掉‘女神的长发’”

1975 年 5月，因父亲从川西林业局调到位
于九寨沟的 124 林场，1966 年出生的黄泽明也
随父亲到林场读小学。1986 年从技校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林场工作。

黄泽明说，在他出生那一年和后来的 1970
年，九寨沟丰富的森林资源吸引来两支近千人
的伐木大军。他们携着电锯、开着重型运输车，
先后进驻九寨沟并成立 124、126 两个林场。

黄泽明说，随着伐木向沟里推进，伐木工人
发现，越往里推进景色越美：五彩斑斓、绚丽奇
绝的瑶池玉盆，自然纯净、神妙奇幻的翠海叠

瀑，纤尘不染、原始古朴的雪山森林……这一
切，让伐木工人们开始犹豫了。

“幸运的是，林场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其家
属有画家、摄影师、记者等。这些家属来探亲时
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黄泽明说，这些
家属一方面告诉林场职工，这样的美景破坏了
太可惜，一方面通过绘画、摄影或文字，把这里
的美景介绍出去。
更让黄泽明难以忘怀的是，还在读中学时，

一位藏族大叔告诉他，九寨沟主要由 3 条大山
沟组成，即树正沟、日则沟和则扎洼沟。3 条沟
中，分布着 9个藏族同胞居住的寨子，所以叫九
寨沟。镜湖对面那座雪山是女神山，名叫色嫫，
另一边的雪山是男神山，名叫迭戈，他们是一对
恩爱夫妻。色嫫很爱美，早晚都要梳妆打扮，镜
湖是她洗脸的脸盆。这位大叔告诉他，满山遍野
的树木原本就是女神山浓密的长发，如果长发
都剃光了，还是美丽的女神吗？

藏族大叔的最后一句话，一直震撼着他：
“怎能忍心砍掉‘女神的长发’！”

伐林人变护林人

1978 年，采伐大军越发觉得九寨沟是不同

于别处的奇美山水，虽然当时大家对旅游观光
还毫无概念，却被这片山水的美丽所震撼，不忍
心将刀斧伸向驻守着这片山水的森林，并将这
一发现层层上报。

同时，九寨沟的美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出
去后，也吸引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中科院成都
生物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实地调研考察后，也
向上级有关部门发出停止砍伐的呼吁。

经过农林部林业总局保护司、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所和四川省林业局等部门的共同努
力，1978 年 12月 15 日，国务院“国发[1978]256
号文件”，批转了农林部林业总局“关于加强大
熊猫保护、驯养工作的报告”，文件中正式批准
建立九寨沟等 4个自然保护区。“保护九寨沟的
序幕由此正式拉开。”黄泽明说。

据记者了解，保护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国
务院文件下发后，还有一些地方继续加大对九
寨沟森林的采伐力度。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贺
晓林了解情况后，于 1978 年 12月撰写稿件反
映，在南坪县的九寨沟，由于一些地方的不停砍
伐，这个由数十道瀑布，数十个湖泊组成的风景
区遭受破坏，其中两个湖泊已经干涸，呼吁“采
取紧急措施，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拯救祖国大好
河山”。

这篇稿件迅速得到了高层重视。1979 年
初，一个研究九寨沟森林被砍伐的专题会议在
四川省委大院召开，贺晓林也受邀前往。在这个
会议上，四川省做出了“全面终止砍伐”的决定，
要求两个采伐队伍限时撤出九寨沟。

至此，九寨沟原始森林遭受砍伐的历史结
束，这是九寨沟命运的转折点。1980 年，九寨沟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成立。1982 年国务院批准九
寨沟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84 年，九寨沟正
式作为风景区对外开放。

黄泽明说：“早就想丢掉斧头的九寨沟伐木
工人，终于能够拿起锄头，来保护这片美丽的土
地了！”

火花海以上景观无重大损坏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获悉，截至 8月
10 日 22时 30 分，根据最新地震灾害抢险救援
情况汇总显示，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内老虎海、芦
苇海边坡受损严重；火花海决堤，导致双龙海和
芦苇海大部分冲毁，中途多有断裂；火花海以上
景观无重大损坏。

据黄泽明介绍，7 级地震虽然对九寨沟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九寨沟依然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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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南昌周边立“田桩”，“锁”住发展边界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不走“摊大饼”老路，实现“精明增长”

刀斧下拯救出的人间仙境
九寨沟景区发现与保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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