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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
海 刘晓阳

年均种树十
几万株，9 年来，
淇县造林大户张
玉春在太行山的
荒山上种树上百
万棵。

又是一年植
树时。今年，张
玉春带领村民旋

耕 20 亩荒地，准备
种植果树。采访中，讲述
到在荒山种树屡败屡战的

艰难经历，张玉春几度哽咽。
今年 58岁的张玉春原本在淇县

县城销售防盗门，积累了一笔财富。
2014 年，他回到老家淇县黄洞乡蜂
窝村，家乡的贫穷落后让他有些心
酸。

因为缺水，当地种粮基本靠天
收。年景好的时候，山地里收获的粮
食刚够吃；遇到大旱大涝，村民们还
得买粮度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玉
春当即决定，回村发展。他说：“村里
有那么多荒山，利用好这些自然资
源，就能带领乡亲们致富。”

很快，他承包了村里 2500 多亩
荒山，第二年栽种了桃、杏、梨等果树

上万棵。
他的设想是，种植果树既绿化了

荒山，也挣了钱，还能让乡亲们打零
工，带领他们增收，一举三得。

当时已 50 岁的张玉春激情澎
湃，干劲冲天。

几度春秋，几度花开。2018年，
果树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但一场意
外毁了他的梦想。

鸟闻香而来，将果实叨得千疮百
孔。

大马蜂闻香而来，将蜂针扎进果
中吸食果汁。

大群野猪闻香而来，一夜之间将
大量桃树、梨树拱倒。

第二天，看到山上横七竖八躺着
的果树，张玉春心仿佛在流血。

桃树、梨树毁了，好在油牡丹还
在。2015 年，张玉春种植了 120 亩
油牡丹。他说：“与观赏牡丹不同，油
牡丹浑身是宝，春来可赏花，结籽后
可榨油，这种油既可食用，又可美容
护肤，花蕊还可以做成牡丹花茶。”

2019年，牡丹花开，吸引了大批
游客。此后，张玉春连续三年举办牡
丹花节，轰动当地。

然而，一场特大洪水，将他的油
牡丹全部冲毁。妻子与他争吵，朋友
劝他放弃，他却无比坚定。他说：“我
就是要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
来。”

接着，他又种上 20多亩的蜂糖
李树。他说，这种果实没有香味，成
熟时还是青色的，不会引来鸟和野
猪。

虽然屡屡受挫，但如何在荒山困
难地种树，张玉春却探索出独特的办
法。

桃树、梨树被毁后，他在原地种
植侧柏 70多万棵，成活率在 90%以
上。

在山上种树，如何实现高成活
率？通过多年探索，他总结出关键要
掌握三点。

种树季节。要在春季、初冬时栽
种。

种树时间。要在下大雨的时候
种。

选择品种。要选择适宜本地气
候、土质的品种。

张玉春种树，淇县地方政府给予
了树苗、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他
说：“不论是果树苗还是绿化树苗，只
要提出来，县自然资源局都尽量满
足。”

春回大地，白色的李树花、黄色
的连翘花在山上次第盛开。站在张
玉春建的工棚旁眺望，花满山，香扑
面，生机无限。

张玉春说：“我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我。只要不懈努力，荒山一定会
变成青山、变成金山。”③6

●完成造林 187.73万亩

□本报记者 刘晓阳
本报通讯员 张晓强

植树节到来之际，3月 10日，记者
从全省科学绿化现场会上获悉，我省
造林工作持续推进，今年任务已完成
六成。

统筹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全省各
地积极挖掘造林用地潜力，用好石漠化
土地、沙化土地、山区困难地、农村“四
旁”隙地、废弃场矿、严格控制类土地等

“六块地”，由单纯扩大森林面积向绿起

来、美起来、富起来等多种功能效益转
变，夯实建设美丽河南的生态根基。

攻坚困难地让山区绿起来

3 月 10日，位于淇县庙口镇的龟
背岭上，数不清的“鱼鳞坑”，在蓝天白
云下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淇县
县委书记杨建强说：“在多石、少土、缺
水的困难地上积极开展生态修复，这
两年我们已经科学绿化了5.8万亩。”

放眼全省，经过多年持续绿化，自
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已基本完成绿化，
可用于造林的土地空间日趋狭小，各
地积极挖掘造林用地潜力。

林州市今年计划在困难地造林3.2
万亩，通过规范整地、管网先行、适地适
树、栽植科学、管护到位，提高造林质
量。新密市持续推进北横岭困难地造

林，在原有侧柏林中，增加红
栌、黄栌、山桃、山杏等树种，在
四季常青的基础上，实现“春
花、夏绿、秋斑斓”。

省林业局生态建设修复

处处长孔令省说，今年是我省跻身科
学绿化试点示范省的第二年，我省加
大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力度，山区生态
林工程达到90.87万亩。同时，要完成
南阳石漠化治理40.41万亩，确保南水
北调中线水源区水质安全。

“四旁”增绿让乡村美起来

随着“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的全面实施为
林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通过拆墙透绿，兰考县先后完成
了 216个村的绿化美化，完成“一宅变
四园”1.5 万户，实现了城乡绿化一体
化发展。鹤壁市统筹推进森林围村、
果树进村、街巷绿化等工程，打造了浚
县王马湖、淇滨区肖横岭等一批科学
绿化示范村。

借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我
省各地积极开展“四旁”增绿、围村林
建设，见缝插绿、增绿补绿。去年全省
完成村庄绿化15.78万亩，栽植各类树
木2030余万株，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

“两山”转化让百姓富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科
学绿化，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优质林
果、木本油料等特色产业，探索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绿色发展路径。

光山县通过实施“油茶+生态旅
游”模式，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让山区农民端上了“绿饭碗”、吃上了

“生态饭”。
鹤壁市淇滨区白龙庙老龙腰周边

山区，探索“两山”转化路径，结合地域
特点，选择种植白皮松、五角枫等乡土
树种和扁桃、连翘等经济树种，营造

“春花、夏果、秋彩、冬青”的景观效果，
培育山区林业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把国土绿化与乡村振兴、城郊休
闲观光、农民增收等有机结合起来，不
断提升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增强人民群众在林业生态建设中
的获得感、幸福感。”省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③6

□本报记者 刘晓阳

“云植树”爱好者
们有新福利啦！第
45 个植树节到来之
际，我省各地群众只
要关注“全民义务植
树”微信公众号或登
录全民义务植树网，
就可预约当地的义务
植树活动，到现场植
树，为河南添绿添美。

记者从省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获悉，“互
联 网 + 全 民 义 务 植
树”在我省已全面推
开 ，这 标 志 着 我 省

“‘云端’植树、‘码’上
尽责”成为常态，义务
植树进入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新阶段。

植树是每个公民
的“ 法 定 ”责 任 。
1981年，五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的决议》，规
定“因地制宜，每人每
年植树 3—5棵，或者
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
苗、管护和其他绿化
任务。”

目前，用于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空间
越来越少，我省不断创新全民义务植树
尽责形式，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服务能
力，将尽责形式由传统以植树为主，逐
渐拓展到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
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
愿服务和其他形式等8类。

比如说，公民对屋顶、墙体、阳台等
进行绿化1平方米，在单位、街道等公共
场所节日摆花10株（盆），完成其中一项
就可折算1株植树任务。

如果不想动手，也可以网上捐款尽
“植”责。登录“全民义务植树网”，点击捐
资尽责，选择心仪的绿化项目，10元一棵
树，捐款30元，就完成了植树义务，还能
自动生成一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创新义务植树方式方法，用好‘互联
网+义务植树’平台，把义务植树与身边增
绿、乡村振兴、城市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工
程等结合起来，畅通抚育管护、以资代劳、
爱绿护绿、认种认养、网络植树等多种实
现渠道，提高参与度和尽责率。”省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人动手，栽花种草，爱绿护绿。
截至目前，去冬今春全省参与义务植树
1105.21万人，植树4564.77万株。全省
所有县（市、区）均已开通“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平台，共展示劳动尽责类项
目182个。③9

9年种树百万棵
——淇县造林大户张玉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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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持续破我省持续破解造林难题解造林难题

科学绿化科学绿化 绘就绘就““绿美富绿美富””

（数据来源/河南省林业局
文字整理/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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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省完成造林 114.64万亩，为全年总任务的 61%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在我省全面推开
将过去单一植树造林方式拓展为 8类

“随愿、随处、随时”植树尽责成为现实
、、、、、、和等 ●截至目前

去冬今春全省参与义务植树 1105.21万人
植树 4564.77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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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7万亩

制图/周鸿斌

□郑冰

最是一年春好处，植树添绿正当
时。3月 10日一早，郑州市郑东新区
500余名绿化工人代表齐聚七里河广
场，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绿化工
人节。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东市政公司”）开
展的绿化工人节到现在已经连续举
办了 8 年，他们用节日的方式，向一
直以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始终奋
战在绿化工作一线的工人们道一声
辛苦，唤起全社会对绿化工人的关
注、尊重、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激发
了绿化工人的工作荣誉感和积极性，
为 东 区 绿 化 事 业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
献。这一活动的举办得到了郑州市
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及上级公司河
南省郑州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
认可和支持。

听！青春力量歌唱“奋斗之歌”

绿化工人节表彰大会上，有精彩的
舞蹈、激情的朗诵，还对优秀绿化工作
者和技能竞赛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其中，22 名绿化组长被授予“管
理之星”荣誉称号，44名绿化工人被
授予“管养之星”荣誉称号，10名青春
心向党先锋队队员被授予“先锋之星”
荣誉称号，13名与公司同工龄的绿化
组长被授予“特殊贡献奖”。

他们依次登上领奖台，佩戴着红艳
艳的大红花、领取了红彤彤的证书、捧起
了沉甸甸的奖杯、收获了闪亮亮的锦旗。

郑州市园林局总经济师赵继光对
获得荣誉的郑东新区绿化工人高度赞
扬：“每一个为绿化事业奋斗奉献的人
都了不起，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
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榜样
示范作用，让郑东新区的天更蓝、树更
绿、空气更新鲜，群众的生活更幸福。”

“绿化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
忙……绿化了大街小巷，散发着城市
芬芳，改造得东区变呀么变了样……”
由公司青春心向党先锋队合唱的《绿
化工人有力量》让受到表彰的司玉凤
充满了力量，她拿着证书兴奋地说：

“看到咱们朝气蓬勃的队员，感觉浑身
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河南省郑州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力代表郑新建
投，向受到表彰的绿化工作者们表示热
烈祝贺并希望全体绿化人甩开膀子、迈
开步子、躬身入局、实干担当，在城市精
细化管理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干出

“好成绩”，为郑东新区增光添彩。

看！园林养护有“细致活儿”

“我们常说，环境美不美，要看绿
和水。没有林木和绿色，就谈不上
美。而这样的美景背后，离不开我们
的‘城市园丁’。”兴东市政公司副总经

理郭明臣介绍，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
绿化养护精细化、精品化水平，兴东市
政公司在绿化工人节举办前夕特别组
织了园林精细化技能比赛。

“比赛开始！”园林精细化技能“大
比武”的现场，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树穴美化、绿篱精细化、镶边靓化三个
竞赛项目同时开始。

在树穴美化现场，与公司同工龄
的绿化组长金淑英一边处理手中的活
儿，一边组织调度队员，忙而不乱、紧
张有序。清理场地内的垃圾、杂草、石
子，平整地形、压实表土、扶正植株，经
验丰富、技术娴熟，赛场上的她保持着
一丝不苟、细心谨慎的态度，每一个环
节都处理得有条不紊。

金淑英不仅在竞赛中表现优异，
更在日常工作中踏实负责，在本届绿
化工人节上被授予了“特殊贡献奖”。

“我只是众多绿化工人中的一员，在公
司还有许多工友和我一样坚守绿化一

线，没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句累，十年
风雨，不离不弃，与公司同舟共济，为
郑东新区添绿，逐渐成长为‘行家里
手’，这是我们共同的荣誉。”金淑英激
动地说。

在现场担任评委的郑东新区园林
水务局、城市绿化管理科科长李振华表
示：“这是一次对园林职工技能水平的
全面检阅。可以看出，大家备战充分、
技术精湛。不仅体现了强烈的竞争意
识和团队精神，还赛出了风格、赛出了
水平，营造出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为郑东新区园林绿化事业培育和选
拔了更多‘城市园丁’。”

不负好春光，奋进“郑”当时

作为郑东新区的城市“管家”，兴
东市政公司深谙“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道理，在深化技术改革的基础上，
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公司长期发
展的战略目标，在“党建+”的管理思

路下，通过专业培训、交流座谈、竞赛
比赛等形式，推动公司工匠队伍建
设，促进一线员工结构由劳动密集型
向技术领先型转变。此外，兴东市政
公司不断探索城市管养现代化、智慧
化之路，量身打造了“智慧云平台”系
统，将基础管养信息数字化、信息化、
可视化，实现对人员、车辆、设备、设
施的全方位监督管理，这些都使得

“兴东”品牌日益成为业内响亮的金
字招牌。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
远，更需策马扬鞭。兴东市政公司将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城市管理
局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河南省郑州新区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正确领导和大力
支持下，高质量推进郑东新区的城市精
细化管理工作，筑牢党建引领“基础
桩”，全力以赴构建“新未来”。在郑东
新区阔步迈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征程
中，始终初心不改、继续前行。

春光“郑”当时 致敬“城市园丁”
——郑州市郑东新区第八届绿化工人节活动特写

▲3月 10日，开封市西门大街小学
的少先队员正在悬挂保护树木提示卡，
提醒人们爱护树木，保护环境。⑨4 李
俊生 摄

图为鹤壁市图为鹤壁市
淇滨区白龙庙老淇滨区白龙庙老
龙腰周边山区绿龙腰周边山区绿
化项目化项目。。 本报本报
记者记者 刘晓阳刘晓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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