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袁 在河北省内丘县南赛
乡张公塔村南边的 2000 亩荒岗
上袁 挖掘机在山间发出隆隆的作
业声袁20 多名植树工人将一棵棵
杏树苗放进新挖的树坑袁扶正尧填
土尧踩实尧浇水袁一排排小树苗像
哨兵一样站上了荒山秃岭遥

在这些植树的人群中袁 带领
大家干活的人叫闫振国袁 十五年
来他带领周边 10 多个村 120 多
名野专业冶植树工人和 1000 多户
村民袁 在太行山浅山丘陵区开展
植树造林袁 完成荒山绿化 2.4 万
亩袁植树 200 余万株遥

南赛乡地处太行山脉东麓的
浅山丘陵区袁 沙石岩土质贫瘠缺
水袁除了野生酸枣之外袁过去庄稼
全靠野望天收冶袁全乡 15 万亩荒岗
成了绿色太行的野白色伤疤冶遥

为了能让家乡绿起来袁 闫振
国带头开始植树造林尧改造荒山袁
今年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遥

野坑打到位袁苗埋实袁水浇透遥
越是难栽种的地方袁 越得把活儿
干细袁保证栽一棵尧活一棵遥 冶3 月

12 日上午袁 在南赛乡神头村西边
的鹊山绿化区袁闫振国给 10 多名
植树队员举行了一场简短的 野种
树仪式冶遥 仪式上袁他给大伙儿边
提要求边鼓劲院野咱拿出 耶塞罕坝
精神爷袁给家乡绿化做点贡献遥 多
少年后袁还能自豪地告诉孩子们袁
这些树是你们种的浴 冶

野过几年袁树长起来后袁又有药
材又有树袁荒岗就成了绿洲遥冶神头
村是当地的中医药文化名村袁是华
夏医祖扁鹊的生前封地尧 行医圣
地尧逝后葬首地遥今年袁闫振国在政
府规划部门的指导下袁将神头村的
栽植树种与扁鹊中医药特色文化
相结合袁荒坡种上杜仲尧黄栌袁树下
间种知母尧艾草等中药材遥

如何找到适合丘陵区的绿化
路钥 针对这个问题袁这些年闫振国
一直摸索着遥 之前袁他曾效仿太行
山深山区果树种植成功案例袁试
着在当地栽种苹果树尧 核桃树等
经济林树种袁 但由于灌溉难造成
果树生长慢尧品质差尧产量低袁影
响了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遥

野因地制宜袁才能种出效果遥 冶
近几年袁闫振国开始侧重以栽植柏
树尧杏树尧酸枣树等耐旱树种为主袁
野柏树增绿尧杏树见花尧酸枣富民遥
虽然单亩地效益没有苹果尧核桃等
果树高袁但是适合我们这里的丘陵
环境袁降低了管护成本袁最关键的
是能让上万亩荒山真正绿起来浴 冶

野荒山不仅要披绿装袁还要变
成耶绿色银行爷遥 冶闫振国说袁下一
步他要带领老百姓发展森林旅
游袁让更多人享受野绿冶袁让老百姓
从野绿冶中受益袁让绿水青山真正
成为金山银山遥

近年来袁内丘县紧紧围绕野打
生态牌尧走绿色路冶的绿色发展战
略袁通过野政府投资尧社会筹资尧企
业出资尧个人捐助尧农民投劳冶相
结合的多元化投资方式袁 不断加
大太行山区绿化力度遥 目前袁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到 42.5豫袁先后荣获
全国绿化模范县尧 全国生态文明
县尧 全国太行山绿化工程先进单
位尧 河北省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单
位等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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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袁麦苗绿油油地茁壮成长袁陕西省大荔县
沙苑一派葱茏景象遥 近日袁记者来到官池镇帖家村一大
片麦田边袁 只见一些水泥浇铸的涵管均匀地分布在田
间袁涵管上的野牧原支农管网冶字样很是醒目遥

村民帖建良向记者介绍院野我负责这些支农管网的
管护工作袁村里有 170 多个这种沼液出水口遥 牧原公司
在我们村建了一个规模化养猪场袁 他们做循环农业袁养
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固液分离袁再进行发酵袁就产生了沼
液袁这些沼液可以作为底肥用来浇地遥 用沼液浇过的地
种出的庄稼格外好袁不仅品质高袁更能增产 20豫-30豫遥 冶

记者来到大荔牧原有机物处置中心袁大荔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环保后勤部负责人王莹介绍袁公司在大荔县官
池镇建了两个规模化养猪场袁配套建有无害化处理中心
和有机物处置中心遥 目前在官池镇帖家尧东里尧秦家庄 3
个村铺设了 3.4 万米支农管网袁覆盖农田 7000 多亩袁给
群众无偿提供沼液肥 54 万立方米遥 公司为农户做好农
技服务袁 为管网辐射内的农户地块选择性建档立卡袁一
区一议袁一场一策袁定期沟通袁共计完成建档立卡 64 户袁
掌握了当地种植习惯及作物生长习性袁为后续开展高效
农业提供数据支撑袁帮助农户增产增收遥

野我们每个月还给场区所在村的群众开展两次农业
技术培训袁解决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遥冶环
保后勤部工作人员吴涛说袁野我们从县里聘请了几位高
级农艺师袁 和公司内部的农技人员组成了技术服务团
队袁目前共开展农技讲座 16 场次袁惠及 2 个村庄袁共培
训农户 838 人遥 建立两个农业服务交流群袁群众可以在
群里与各位农技专家进行交流袁解决疑难问题遥 冶

据了解袁大荔牧原坚持野减量化生产尧无害化处理尧
资源化利用尧生态化循环冶的原则袁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袁
大力推广粪污资源化利用尧种养结合模式袁实现粪污资
源利用率达 100豫遥该模式将养殖废弃物变废为宝袁不仅
有助于保护环境袁还带动周边农民节约化肥袁发展生态
农业袁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袁实现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遥

春种一棵苗袁秋收满眼绿遥近日袁
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
镇七堡村的黄河大堤外侧袁河南省沿
黄生态廊道示范工程集中开工暨全
省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启动遥河南省郑
州尧开封尧洛阳尧新乡尧三门峡黄河生
态廊道示范工程集中开工袁在黄河支
流尧大运河尧高速高铁等地植树造林袁
推动全面实施山区生态林尧 乡村绿
化尧农田防护林等大规模国土绿化工
程袁省尧市尧县联动整体推进森林河南
建设遥

河南省初步按照野一廊三段七带
多节点冶的总体布局思路袁构建堤内
绿网尧堤外绿廊尧城市绿芯的区域生
态格局遥 野一廊冶即黄河生态廊道袁串
联黄河河道尧滩区尧黄河大堤防护林尧
自然保护地等袁形成千里画廊尧生态
长廊曰野三段冶即三门峡要济源沿线西
部生态涵养段尧洛阳要郑州要开封沿
线中部生态休闲段尧开封要濮阳沿线
东部生态田园段袁 立足沿黄地形地
貌尧水库岸线尧城镇滩区等不同特色袁
分段确定生态廊道具体功能定位曰
野七带冶 明确了黄河主河道保护带和
两侧的河滩生态修复带尧大堤生态屏
障带尧堤外生态过渡带曰野多点冶是充
分利用沿黄生态尧文化资源袁打造 14
个功能节点遥

据介绍袁2020 年河南省沿黄生
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在郑州尧 开封尧洛
阳尧新乡尧三门峡尧焦作尧安阳尧濮阳等
8 地市和济源示范区启动实施包括
生态涵养尧湿地保护尧田园风光尧文化
展示尧旅游休闲尧高效农业等功能的
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18 个袁 国土
绿化面积达 24.7 万亩袁 建设生态廊
道 373.83 公里袁 投资额达 170.85 亿
元遥

近年来袁河南省在沿黄地区大规
模开展国土绿化袁完成生态保育带造林 290 万亩袁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1400 平方公里遥 河南省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袁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袁此次在郑州主会场义务
植树人数控制在 300 人左右曰 在各省辖市尧 济源示范
区尧各县渊市尧区冤设立的分会场袁人数则不超过 200 人曰
植树现场进行统一消杀袁要求参加人员全程戴口罩遥

3 月 16 日袁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虹星桥镇午山村袁 救援队员正在
进行森林灭火实战训练遥 春季是森
林火灾高发季节袁 森林防灭火形势
严峻袁 长兴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
森林灭火应急训练袁 村级森林消防
队员和社会化公益救援队伍采取
野引水上山冶和风力灭火器同时作业
的方式袁 对一处森林明火进行科学
处置遥 谭云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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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植树造林 200 余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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