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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锐

古村落承担的负载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自然的摧毁和侵

蚀。古村落里的建筑属于乡土建筑，它的设计理念强调经济和实

用，主要是木混结构，如砖木、石木、土木，在风雨的侵蚀下会自然

老化。另外，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失衡、空气中的酸雨等对木结

构、砖瓦都有侵蚀。还有人类的建设，对地形地貌的改变影响到古

村落（古建筑）的存在环境，如山西的采煤沉陷对古村落古建筑带

来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负载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保持古建筑

的合理利用、维护，有人居住，解决好古建筑的排水和防潮问题，替

换部分坏损的木构件等，便能有效地延缓其老化。

第二是人为的拆改。古村落里的很多古建筑，它的建造适应

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价值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现在社会发展加

快，新的需求带来了很多人为的拆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

富裕了，老百姓为改善居住条件，拆了很多古建筑，最突出的是替

换建筑材料，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工艺手段干预原来的古建筑，给

村落和古建筑风貌特色带来致命的破坏。我们必须要重视人为的

拆改，多“疏导”而不是“堵”，即一定要正视居民的实际需求，想办

法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做详细调研，将村里的建筑合理分类，制

定不同的保护、利用对策。

第三是旅游的过载。可以发展旅游，但当前是只要有一点商

机，都拼命地发展，并且认为唯有做大做强才行，这是认识的误区，

目前中国的古村落和古镇都有旅游发展过载的倾向。乌镇对商业

的严格管控，对原有格局的较好维护，值得肯定。

旅游对古村落的干扰和破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设

的旅游设施如饭店、停车场对传统风貌造成破坏。二是超出旅游

容量的发展对文物古迹带来严重的破坏。三是如果配套设施跟不

上，仅老百姓搞农家乐，排污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四是对原

有社会网络的破坏，这点非常令人痛心。古村落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一种熟人社会关系，古村落里的人与人之

间非常亲近和睦，他们不靠法律，而是靠宗祖血脉、伦理的约束。

旅游如果没有好的管控，如很多人开农家乐、民宿，相互拉客，产生

竞争，很容易出现邻里之间的矛盾，原有的和谐的社会网络就会逐

渐解体。

第四是欲望的负载。人的欲望害了古村落，现在古村落保护

恰逢大好时机，传统村落保护、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国家资

助的力度开始加大，很多地方政府整合了多项资金。如果我们只

看到这里的“商机”，把古村落当作一种致富的载体。到古村里只

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按照古村落发展规律去做事情，如施工单位

不断地用现代的、方便获取的材料去建造古村，不去考虑古村自身

的历史脉络；地方政府、干部、老百姓如果一味地从经济利益出发，

也会给它带来很多破坏，并且破坏是不可逆、非常危险的。⑧3

(作者系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矿业大
学力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土建筑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活化
研究)

敬请关注：古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一隅之得之二——“三个抓手”
破解古村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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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样才算国家森林城市
40项考核指标框定

今年年初，在研究森林生态安全问题
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着力”，其中
一个着力就是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国家林
业局表示，我国将全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国家森林城市以行政区域界定，须要
达到40项考核评价指标要求，这其中既有
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最核心的是森林覆盖
率、城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森林覆盖率指标根据当地常年平
均降水量确定，年降水量400～800毫米地
区的城市要达到30%以上，我省大部分地
区属于此范围。此次入选的两个城市，焦作
森林覆盖率达30.92%，商丘为30.57%。

三项指标都意味着要造林添绿,而森
林在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改善气候、涵养
水源等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已为人熟
知。据统计，在生长季节，1亩树林1年放
出的氧气可供 65 人呼吸 1 年。郑州市
2011年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完成造
林88.5万亩，到了充分发挥效益期，每年
可释放5700多万人的吸氧量。

治理灰霾污染，绿色植被大有可为。
省林科院生态工程中心樊巍博士说，树木
对PM2.5等细颗粒物的削减效果尚待研
究，但对PM10等大颗粒作用显著。测试
表明，1亩树林1年可吸收尘埃20吨~60
吨，一个月可吸收有毒气体二氧化硫4公
斤。可以说，树木就是吸尘机、吸毒器。

森林城市如何惠民
增绿增收增“颜值”

现在是城乡一体、城乡融合的时代，

很多地方早已分不清是城市还是乡村，由
于国家森林城市强调城乡一体的生态体
系建设，可谓正逢其时，城乡居民均能享
受“创森”带来的绿色福利。

森林城市建设如何惠民？
“远郊，森林围城；近郊，建立森林公

园体系；城内，就是街头绿地。”樊巍说，这
种远近中结合并且开放的森林体系保证
居民能与绿色亲密接触。在中心城区，

“创森”的核心指标是居民出行500米要
有街头绿地。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创森”增绿
又增收。这一点在全省首个国家森林城
市许昌体现得淋漓尽致。许昌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花木种植
面积 90多万亩，带动农户 6.1万户，实现
就业 20多万人，年产值 80亿元，良好的
生态环境也带动了旅游经济，诠释了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三合一”。

农田林网能够使农作物平均增产
10%左右，可谓粮食安全的生态屏障。今
年，仅农田林网的生态防护作用，就使“豫
东粮仓”商丘的夏粮增产7亿斤。

樊巍所在的生态工程中心一直在做
森林城市的监测和研究。他表示，过去生
态建设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一直被低
估。事实上，仅对地产的拉动，投资 1块
钱大体上就可以受益 10块钱，高档楼盘
往往青睐绿色“颜值”。

中原森林城市群建设提上日程
绿道连通、人与森林和谐共生

每到节假日，郑州黄河边、绿博园等
地经常是堵成“一锅粥”。与居民旺盛的
生态休闲需求相比，森林城市建设仍然任

重道远。据了解，濮阳、驻马店的“创森”
规划已经过评审，南阳正在行动。

樊巍也是森林城市建设领域的专家，
多次参与森林城市的验收、复核。在他看
来，“创森”至少面临三道关：认识关、财力
关、用地关。

国家林业局宣传办主任程红曾表示，
“创森”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建立起“高位推
动、部门互动、市县联动”的组织领导机
制，把“创森”工作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
要位置，要舍得投入。

不过，不少地方确实财政吃紧、财力
有限，而生态建设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郑州市“创森”，市本级财政共投入45亿
元，焦作市累计投入48.1亿元。

生态用地则更为关键。“我们现在评
审‘创森’规划，首先看你能不能拿出来
地。比如说你森林覆盖率要增加三个点，

这三个点面积在哪儿要具体。”樊巍说。
事实上，已经“创森”成功的城市同样

面临上述问题。土地流转成本增加、造林
成本提高，城市发展占用林地、砍伐林木
等一系列压力使得巩固提升森林城市建
设成果的压力日益增大。

据介绍，中原森林城市群建设已纳入
国家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着重推进城
市群绿化，强化城市间的“生态联系”。其
中，森林城市间的绿道建设引起关注。绿
道,具备自行车道、人行步道等林中慢行
系统，有公厕、餐饮等便民设施。我省已
经建成不少一级生态廊道，由于道路之
间、县区之间没有形成互连互通，利用率
不高。

樊巍呼吁，加强城市间生态廊道的对
接和互通，把中原城市群用绿道网串起
来，方便老百姓进入森林、享用森林。⑧5

种草也有高收益

李自亮是郑州惠济区的一个普通农
民。从2014年开始，他在中牟县流转土
地3000亩，但不是种植传统的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而是种草。除了1500亩的
青贮玉米，还种有狼尾草、苏丹红等草。
他说：“种草的收益比种粮食高，青贮玉
米、狼尾草等是喂奶牛的，苏丹红是喂大
象的，目前市场供不应求，收益要比种普
通粮食高30%以上。”

与李自亮相比，河南合博草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党标则是资深的种草专
家。他的公司从 2000 年开始在黄河滩
租用 2000 多亩地种苜蓿，用于喂养奶
牛。他说：“在奶牛饲料中添加苜蓿，如
今已成为行业共识，能提高牛奶的品
质。因此，市场对苜蓿的需求量很大，种

苜蓿也成为有国家政策性补贴的行业。”
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对规模种植苜

蓿500亩以上的大户，给予每亩600元的
一次性补贴。正是在这一政策引导下，我
省从2014年开始，年年苜蓿的种植面积
都增长上万亩。

对于种草的收益，刘党标说：“2010
年到 2013年，我们曾连续 4年跟踪种苜
蓿和种玉米的收益情况，结果发现种苜蓿
比种小麦、玉米等粮食收益高，每亩地收
益高200元以上。”

环境美化小能手

如今空气污染越来越重，政府治理大
气污染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这为种草提供
了新商机，因为草在美化环境中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郑州的大气污染中，工地多扬尘大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郑州很多工
地，黄土上不但覆盖了防尘网，还种上了
郁郁葱葱的绿草，既可防止尘土飞扬，还
美化了环境。

这直接导致草皮供不应求。48岁的
毛益民是中牟县大孟镇小毛庄人，除了种
大蒜，他还每年种5亩草皮。他说：“草皮
的收益比大蒜还好。蒜价忽高忽低，而草
皮价格稳，需求大。”

在江河湖泊和滩涂地，种草对环境美
化更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丹江口水库，
人们在水位涨落的交界地带大量种植香
根草，形成了一个保护水质、预防水污染
的绿色屏障。有关专家说，香根草根系发
达，水淹6个月仍会成活。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冯长松博
士说，我省黄河滩地和故道由于开垦和利
用不当，地表裸露，沙化问题比较严重，已
成为我省的主要风沙源。这些地区如果

都改种苜蓿等牧草，不仅农民的收益会提
高，还能防风固沙，对保护黄河滩区湿地
资源，改善郑州、洛阳、开封、商丘、新乡、
濮阳等沿黄城市群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
要意义。

种草潜力巨大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对肉禽蛋奶
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品质要求也在逐渐提
高。

冯长松说：“苜蓿是一种刚性需求。
奶牛必须喂一定数量的苜蓿，才能确保牛
奶的品质，因此国内对苜蓿的市场需求量
很大。”

由于种植面积有限以及品质方面的
要求，目前国内将近50%需要进口。冯长
松说：“这也正说明，国内苜蓿还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

2014年国家将我省纳入振兴奶业苜
蓿发展行动，我省于今年 8月确定邓州、
新野等8个县（市、区）为首批“粮改饲”试
点县。我省在有关规划中提出，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苜蓿产业，扶持发展新
的苜蓿专业化生产企业，扩大黄河滩区苜
蓿种植面积，努力实现草畜一体化，力争
到 2020年优质苜蓿种植面积达到 60万
亩。冯长松说：“目前我省只有20万亩的
种植面积，缺口大，潜力也大。”

为此，各种资本纷纷在我省布局种
草，争取在未来草业的大发展中切到更多
的蛋糕。汇源集团与濮阳当地政府签订
协议，计划在黄河滩流转土地 2万亩，种
草养羊，以图在黄河滩一现“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景观。

刘党标说：“种草是有巨大潜力的朝
阳产业。我们也正在荥阳商谈，力争承包
一万亩土地种草。”⑧5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原本是裸露的黄土碎石，短期内已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覆
盖，9月19日，在位于汝阳县的前坪水库工地，记者见到了这一神
奇变化。

前坪水库坝址位于前坪村附近的北汝河中，要开辟一条连接
外部的施工道路，长2公里多，沿途许多山体被开挖，形成了约1.5
万平方米的裸露边坡。

记者看到，两三个月前栽下的紫穗槐、狗牙根等8种植物，如
今已成为边坡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绿色“外衣”。

“这是水库建设中采用的生态快速修复新技术，能有效防止
水土流失，还能减少大气扬尘。”前坪水库对外交通道路项目负责
人告诉记者。

前坪水库采用的这种新技术，专业名称叫团粒喷播植被恢复
技术。在工程施工中，采用常规绿化技术和手段难以恢复植被的
地方，这种技术可以大显身手。

记者了解到，植被能快速生长，离不开这种新技术的神奇特性。
把黏土与有机添加料、肥料、土壤稳定剂、土壤活性剂、植物种

子、清水等混合，制造出具有特殊性能的土壤基质，通过先进的湿式
喷播技术，在裸露边坡等地制成最适于植物生长的“人工土壤”。

因为有土壤稳定剂，这些人造土壤表面可形成不可水解的保护
膜，大大提高土壤的保水性能，最大蓄水量是普通土壤的2.5倍以
上。同时，黏聚力也很强，喷播24小时后，对大雨以下等级的降雨
产生耐冲刷能力，3天后可抵抗暴雨的冲刷。添加的肥料也是特殊
工艺制成的，满足植物不同部位和时期需求，实现施工后零养护。

在前坪水库的导流洞（大坝施工时，原来河道中的水经导流
洞流向下游）等处，记者也看到，一些裸露的边坡已被茂密的植被
所覆盖，丝毫看不出“受伤”的痕迹。

注重生态环保，不仅仅体现在“人工土壤”上。前坪水库对所
有临时堆料、细渣进行了全覆盖，渣土车戴上了防尘罩，洒水车每
天不停喷洒，确保不起尘不起沙。

“我们提出了‘打造美丽前坪水库、建成国优生态工程’的目
标，就要按照生态环保的标准，从各种细节入手，实现水利工程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前坪水库建管局局长张兆省说。⑧3

“创森”，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陈慧

说起国家森林城市，不少人以

为，整个城市都在森林中，实际上

这是个误区。不过，成为森林城市

确实代表着绿色越来越多，百姓是

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随着焦作、商丘 9月 19日跻

身国家森林城市，我省的国家森林

城市达到 11 个，在全国排名前

列。“创森”有什么要求？给老百

姓带来什么好处？我省森林城市

发展状况如何？记者走访郑州、

许昌、新乡等国家森林城市，一探

究竟。

古村落不能承受之重
——古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一隅之得之一

人工土壤为工地“美容”

既有高收益 又能美化环境

种的是草 收的是宝
□本报记者 李运海

说到种草能赚钱，相信许多人

不一定会相信。然而近期从中央

到地方，都在实施“粮改饲”试点，

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种草。可以

说，草业正在成为国家大力扶持的

朝阳产业，草业开发将成为新的投

资热点，种草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

态效益，是草农的心头宝。

▶商丘市南城湖公园一角。⑨6
资料照片

修复后的导流洞边坡植被茂盛。⑨6 彭可 摄

▶机械化收割牧草。⑨6 资料照片

新一届党中央反复强调，让老百姓

有更多的获得感。

这些年，我们的环境、家园，特别

是城市，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雾霾多

日不散，成为新的“城市病”。森林城

市建设，对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

具有巨大的作用，已被科学及实践所

证实。创建森林城市任务艰巨，花费

不小，但这种努力和投入是值得的，

因为这是一项长远的、根本的惠民举

措。

习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创建森林城市，让老百姓生活在

森林里，是一项多么贴近民生、体贴民

意的工程，它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而这种获得感，一定会转化为

幸福感。⑧5

生态惠民，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