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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代”
筚路蓝缕造森林
息县，南望大别群峰，地跨淮河两岸。

自周武王设息国，3000年风云变幻，唯“息”
字岿然不变。

1960 年元旦刚过，省里一纸红头文件
传到息县，河南省息县国有林场诞生了。

22岁的冯太平前脚刚跨出信阳农林学
校的校门，后脚就跨入息县国有林场。

“当时林场居无片瓦。我们坚持‘先建
坡，后建窝’，租住民房来造林。7个人 3间
房，既住宿又办公。晴天开荒种树，雨天就
集体学习。”82岁的冯太平往事清晰如昨。

没有树苗，就自采、自育、自造，自给自
足。除在乡村自采，还到周边县区去采去
买。带着干粮，拉着架子车，几十公里全靠
一双“铁脚板”。

有一次，25岁的郑光武和工友拉着4辆
架子车，到商城县买树苗，遇到了雨雪天气，
满负荷的车子一步一滑，上坡了几次，又滑
了下来。正当年的壮小伙，蹲在地上直哭。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年植树季
节，林场职工都要起早摸黑工作 10多个小
时，披荆斩棘，埋头苦干。

“一直在第一线工作，林场五个林区，都
有我的足迹。”退休老职工王国忠回望当年，
满脸自豪。最让他难忘的是1984年冬天的
那场大雪，前前后后下了半个月，但林场职
工栽树的步伐没有停歇。他们用稻草绑腿，
绑到膝盖上。雪钻进鞋子里、衣服里，很快
就化掉，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夜晚在林区
打地铺，一住就是半个月，没人叫苦叫累。

建场初期，是历史最困难时期。粮食不

够吃，就喝稀粥。“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
人”，遂有“一两粮票买俩人”的笑谈。稍有
闲暇，大家就到处挖野菜，掺在米里做米饭，
掺在面里做馍馍，既当饭又当菜。

“当工人都不愿意来林场，太苦，尽管如
此，林场职工只进不出，没有一个人打退堂
鼓！”冯太平说。

十年树木。到上世纪 60年代末，林工
们的艰辛终于换来了林场的郁郁葱葱。但
这些乡土树生长缓慢，光长叶子不长树，附
近群众形容林场的大关杨“秃噜个头弯着个
腰，浑身长的都是包”。

息县林场人又面临着一道艰难的选择：
是舍是留？

“不改不行！”林场学历最高的大专毕业
生、技术员冯汉文下定决心，坚持引进优良
品种。

1970 年，冯汉文从华中农学院购买池
杉、落羽杉、水杉苗木200株进行栽培试验，
一举成功，获得了信阳行署科技成果三等
奖。

引种推广三杉，同样面临着苗木的难
题。当时武汉对三杉种子管控很严，车站禁
运。

“我们组织林工去零星购买，装在行李
包里，一点点运回来。有一次还被当地政府
当成不法商贩追踪调查。”对引种的艰辛，87
岁的冯汉文记忆犹新。

深翻七遍，然后造林。成功引种的三
杉，很快在息县大面积推广。上世纪 80年
代，全县每年可采树籽六七万斤，除满足自
用外，还销往周边地区。息县林场逐步建成
为拥有五个林区、各类树木1.5万亩、森林覆
盖率95%的综合性平原林场。

息县，成为全国平原绿化的样板县。

“林二代”
土里刨食守林海
创业难，守业更难。林场“林二代”们面

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1984年起，息县国有林场体制改革，

由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改为财政差供事
业单位，入不敷出。

“1988年，我们只发70%的工资。每位
职工分了 5亩林地，自己生产。有的育苗，
有的栽树。但为填饱肚子，大多选择林粮间
作。”从技术员成长为林场场长的冯太平，没
少为林场发展作难，“到 1999年，林场分文
不发，每位职工就分了10亩地。”

即使再困难，仍不断有老一辈林场人将
自己的子女带进林场。这不仅仅是为了一
份工作，更是一代接一代守护绿色的使命。

今年57岁的“林二代”王文杰就是其中
的一位。他 17岁进林场，微薄的全工资没
领上几天，便赶上了林场“分地”。

“工不工，农不农，城不城，乡不乡。”王
文杰这样形容当时的尴尬处境。不少职工
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就边种地边打零工。

不是没有诱惑，那树长得直溜溜的，砍
掉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老一辈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家业，怎能
毁在我们手中？”“林二代”刘朝中说，大家就
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宁肯饿着肚子，也要护
住林海。

“你们都是有志气的工人干部！”当年上
级林业部门领导的肯定，让刘朝中至今自豪
无比。

从 1984 年到 2017 年，在长达 30 多年
的时间里，“林二代”过着捉襟见肘的苦日
子，土里刨食护林海。直到 2018年国有林
场改革，林场人总算端上了铁饭碗。

守绿护绿，不独有艰难漫长的坚守，更
有意想不到的斗争。

1991 年，息县林场总部所在的王竹园
林区周边农民集体上访，以林场林地是其原
属土地为由，要求政府砍掉树林、归还土地。

迫于稳定压力，个别领导同意了上访群
众的诉求。千亩杉树林危在旦夕！

“林子不能砍，林地不能丢！”危急时刻，
林场职工挺身而出，誓守林地。离休老干部
冯全仁和“林二代”刘朝中、郑明良等人带着
干粮，到省林业厅、原国家林业部反映情况。

有人感慨：发不下工资，林场没人上

访。砍树毁林，他们却跑省进京，把“官司”
打到了省政府！

危机化解的那一刻，林场沸腾了！冯全
仁泪流满面：“林场人只有造林、育林、护林
的责任，哪能让毁林的事情发生？”

“林三代”
不忘初心创奇迹
秋日雨后，踏上息州森林公园幽深的杉

林栈道，一排排笔直挺拔的水杉，披一身“绿
剑”，直冲云天，抬眼上望，碧空仅存一线。
水雾蒙蒙，浸润林间，让人兀自醉了。

“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杉树林属于王竹
园林区，树龄 50年左右，据专家评估，是秦
岭淮河分界线附近面积最大的三杉林。这
里的每一棵树都浸染着爷爷辈人的心血和
汗水，来之不易。他们植绿护绿、爱林护林
的精神永不磨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80
后“林三代”、息县国有林场副场长冯婵自豪
满满。

这份自豪，来源于息县林场精神的一脉
相承。当年正是在爷爷冯汉文的坚持下改
良品种，引种试验，才有了这片杉树林。
2002年，19岁的冯婵信阳农林学校毕业后，
接过了爷爷的衣钵，在林场一干就是18年。

这份自豪，更来源于息县林场的今日巨
变。

2013 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新一届息县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斥
资 3亿元，依托王竹园林区森林资源，实施
息州森林公园景观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父辈能干，我们也能干，还要干得更
好！”年富力强的陈光华临危受命，出任林场
场长和林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生在林场、长
在林场，深知林场困境的陈光华没有退缩，
欣然扛下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你只要把公园建设好，把林场带领好，
其他的问题交给我们！”县委书记金平掷地
有声的话语给陈光华吃了定心丸。

息县林场从来不缺乏凝聚力。百余号
职工，大多是“林二代”“林三代”，他们积攒
了几十年的干劲悉数迸发。

仿佛一夜之间，息县城西耸立起一座美
丽的城市公园：

千亩三杉林、精品桃花园、百亩百竹园、
多彩景观林，将这里装扮得美不胜收；

汉唐建筑风格的息夫人文化园，与横刀
立马的马援广场遥相呼应，息县厚重的历史
文化在这里得以展现。

“没有林场三代人的接续奋斗，就没有
今天的森林公园！”县长袁刚由衷感慨，他说
这是28年红旗不倒的“大别山精神”在息州
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如今的息州森林公园已成为平原地区
难得一见的森林体验基地。2017年，被原
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森林体验基地”称
号。2018 年，成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2019年，荣获“中国森林氧吧”称号。

与王竹园林区隔河相望的濮公山林区，
同样发生了嬗变。

上世纪 60年代，大别山余脉濮公山还
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作为息县唯一的
一座山岭，息县林场的拓荒者把林区建到了
这里，开荒造林。1963 年开始，引种马尾
松、黄山松、黑松。石头山上，松涛阵阵。数
千亩松林犹如绿色卫士，坚定地守护着这一
隅青山。

然而，无序开采、过度开采一度成为濮
公山的噩梦。2012年，息县县委、县政府全
面叫停矿山开采，并确定了依托淮河和濮公
山建设矿山公园的转型发展方向。濮公山
上，松林景观，开云见日。

如今，濮公山绿树成荫，亭台楼榭、飞阁
流丹，远近游人络绎不绝。

从一棵树到“一片海”，从国有林场到森
林公园、矿山公园，息州林工一棵接一棵，一
代接一代，把郁郁绿荫“钉”在息州大地上。
这里的每棵一树都在用自己的年轮记载着
林工们的奋斗艰辛，这里的每一片绿叶都在
传诵着林工们代代相续的绿色传奇……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
冰）10月 19日，纪念著名抗日英烈赵崇德座谈会在其家
乡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乡村振兴示范区举行。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郭得河少将，赵崇
德生前部队代表、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徐乃飞少将，军
事科学院学术调研部原部长韩韧，原武警武汉指挥学校
副校长姜文华，赵崇德战友陈明义将军长子陈亦军，赵氏
宗亲，以及信阳市和商城县市县领导、党员干部、群众代
表等上百人参加了座谈会。

解放军 73071部队为座谈会发来电函，对英雄表示
深切缅怀，对哺育英雄部队的大别山老区人民致以崇高
的敬意。

赵崇德原名赵开奎，商城县伏山乡七里山村新塘湾
人，1929年商城起义后参加革命。抗战全面爆发，赵崇
德任八路军129师 769团三营营长。1937年 10月 19日
夜，赵崇德率队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他却在
掩护战友撤退时不幸牺牲。2014年 9月 1日，赵崇德名
列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今年6月，在晋豫两省共同努力下，赵崇德烈士迁
葬回家乡，了却了两地人民让英雄魂归故里的夙愿。

座谈会前，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群众代表，向
赵崇德烈士墓敬献了鲜花和花篮，深切缅怀其丰功伟绩，
并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参观了赵崇德故居。

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在赵崇德身上，充分展现
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和大别山精神。为更好地
纪念英烈、致敬英烈、学习英烈，讲好英烈故事，要倍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高举红色旗帜，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加快老区振兴发展、
奋力实现“两个更好”凝聚强大力量，把革命先烈为之奋
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10月 14日至
15日，信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信阳
召开，全市30个团体会员单位和235名代表出席大会。

2002年 3月，信阳市第一次文代会召开。18年来，
信阳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火热的生活和文艺实践，热情
讴歌伟大的时代和老区人民，培养造就出国家级文艺家
协会会员 216人，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 1876人，市级文
艺家协会会员总数近万人，创作生产了一大批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正能量、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文艺作
品，文学、摄影、书法、美术、戏剧、音乐、舞蹈、民间文艺
和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蓬勃开展、成果丰硕，先后有上百部（件）作品
获得省级以上文艺奖项和荣誉称号，有力提升了信阳文
艺在全省、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大会选举产生了信阳市文联第二届委员会，选举殷
丽为信阳市文联第二届委员会主席，杨伟为副主席，田
君、傅泽宇、邬元信为兼职副主席。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10月 13日，
大方城·京东智能物流及智慧社区项目签约落地信阳市
羊山新区。

京东物流智能供应链产业平台总部全国渠道负责人
贾俊朋表示，信阳将成为京东物流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

信阳区位优势明显，京广、京九、宁西铁路和京广高
铁四条铁路形成“三纵一横”；京港澳、大广和沪陕三条高
速通过；淮滨港航运直达上海；明港机场已通航。信阳市
的水陆空立体交通优势，为物流企业快速输送、降低成
本、扩大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

“项目落成后，一方面，信阳物流成本将降低20%；另
一方面，智慧社区将使小区居民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大
方城京东智慧社区总经理李丽波说。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国庆中秋长
假过后，信阳作家侠客飞鹰最新出版的系列儿童冒险小
说《探险风暴》及《我带爸爸去探险》在多地巡回签售，引
来社会广泛关注。

《探险风暴》系列共9册，分别讲述了“暴风探险队”到
世界各地的大漠、荒原、丛林、峡谷、孤岛、海底、洞穴等不同
的场景下探险、寻宝的故事，塑造了三个不畏艰险、智慧超
群、具有冒险精神的少年探险家形象；《我带爸爸去探险》系
列新出4册，是2015年出版前3册的续集，讲述三个少年
在经历了罗布泊沙漠、雅鲁藏布大森林和海底惊险历程之
后，再次踏上冒险旅途，分别来到南极冰川、地下天坑、四川
猎塔湖及神秘的地下荒岛探险发生的一系列惊险故事。

侠客飞鹰原名陈春仁，是信阳市平桥区的一名乡村医
务工作者，因“5年为女儿写冒险童话26本”，而被网友赞为

“中国好爸爸”。他将自己丰富的野外经验融入精彩的儿童
探险文学之中，在创作中一贯秉持自然视角，文风纯粹，可
读性强，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中独树
一帜，其作品特别适合7—15岁少年儿童阅读。9

商城县举行
纪念抗日英烈赵崇德座谈会

信阳市第二次文代会召开

京东智能物流项目落户信阳

信阳作家侠客飞鹰新作面世

《我带爸爸去探险》出续集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时秀敏

金秋时节，濮公山下万木争

辉。

息州森林公园、濮公山矿山

公园，像两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镶嵌在广袤的黄淮平原南缘。

这里有秦岭淮河分界线附

近面积最大的三杉林，有千亩枫

杨林景观、千亩马尾松景观……

这里就是全国平原绿化百

佳县——息县，古称息州。

“像息县这样，在县城规划

区内，有两座面积超过2000亩

的森林公园，在全国平原地区，

实为罕见！”到过息县的各级林

业专家，纷纷发出这样的赞叹。

赞叹的背后，是息县国有林

场三代林工60年的倾情付出，是

他们波澜壮阔的痛楚与欢欣……

10月 17日，光山县十里镇李堰湾村群众正在采收
苏北菊。金秋时节，这里引进种植的菊花喜获丰收，预
计亩均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9 谢万柏 摄

息州森林公园美如画 王长礼 摄

森林公园成“氧吧”郝光 摄

昔日矿坑换新颜 沈茜 摄

老少同心播新绿 息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