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下一棵希望之树种下一棵希望之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就是金山银山是金山银山

8080岁的王木存是黑龙江创办家庭农场岁的王木存是黑龙江创办家庭农场
的第一人的第一人。。19581958年年，，作为作为1010万转业官兵中万转业官兵中
的一员的一员，，王木存来到北大荒王木存来到北大荒，，成为第一代成为第一代
北大荒人北大荒人。。2020多年后多年后，，北大荒从千里荒原北大荒从千里荒原
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变成了希望的田野。。19831983年年，，王木存包了王木存包了
22002200亩地亩地，，全家辛苦劳作一年全家辛苦劳作一年，，年底一算年底一算
账账，，纯盈利纯盈利22..77万元万元，，是整个生产队盈利的是整个生产队盈利的
33 倍倍。。王木存的成功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王木存的成功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
应应，，家庭农场在垦区发展壮大起来家庭农场在垦区发展壮大起来。。19841984
年垦区家庭农场达年垦区家庭农场达22..99万个万个，，到到20172017年年，，黑黑
龙江垦区家庭农场数量达到龙江垦区家庭农场数量达到2525万个万个。。

如今如今，，曾经的曾经的““棒打狍子瓢舀鱼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野鸡飞
到饭锅里到饭锅里””之地之地，，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和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和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7070年年
来来，，黑龙江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黑龙江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1万多亿万多亿

斤斤，，完成从完成从““北大荒北大荒””到到““北大仓北大仓””的华丽转身的华丽转身。。
20182018年年99月月2525日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强调强调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的手上的手上。。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人民创中国人民创
造了用世界造了用世界7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20%%人口人口
的奇迹的奇迹，，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粮食年粮食年
产量稳定保持在产量稳定保持在1200012000亿斤以上的水平亿斤以上的水平。。

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绿
色转型色转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和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和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20132013年年 1111月月 2424日至日至 2828日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给农要给农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按照增产增效并重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良
种良法配套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生产生态协调

的原则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劳动过程机
械化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安全环保法治化，，
加快构建适应高产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优质、、高效高效、、生态生态、、安全安全
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

20172017年年 99月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提出““转变农业发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展方式”，“”，“保护产地环境保护产地环境，，提升生态服务提升生态服务
功能功能，，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
发展新格局发展新格局”。”。

如今如今，，中国更多地方正通过土壤治中国更多地方正通过土壤治
理理、、农药化肥零增长农药化肥零增长、、耕地质量保护和提耕地质量保护和提
升升、、建设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等措施建设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等措施，，将农将农
业生产融入生态建设和保护之中业生产融入生态建设和保护之中，，让希望让希望
的田野上的田野上““长长””出更多绿色经济出更多绿色经济。。

田野田野““长长””出绿色经济出绿色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向全国毛泽东向全国

发出了发出了““绿化祖国绿化祖国””的号召的号召。。19781978

年年，，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新中国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林业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林业生

态工程态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启动启动。。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的著名

科学论断科学论断。。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前行路上不断探索前行。。期间期间，，尽管经历尽管经历

过过““生态失衡生态失衡”，”，但是中国生态环境保但是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的实践护和生态文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充分证明了中

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山水林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田湖草系统治理。。如今如今，，中国系统完备中国系统完备

的保护修复制度不断建立的保护修复制度不断建立，，一批生态修一批生态修

复重点工程得以落地复重点工程得以落地，，绿色发展之路越绿色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走越宽广。。山青山青、、水秀水秀、、林茂林茂、、田沃田沃、、湖湖

美美、、草丰正在成草丰正在成为现实为现实。。

图①图①：：孩子们在浙江省安吉县的向日葵花海中玩耍孩子们在浙江省安吉县的向日葵花海中玩耍。。 夏鹏飞夏鹏飞摄摄
图②图②：：海鸥在云南大理洱海上空飞翔海鸥在云南大理洱海上空飞翔。。 杨继培杨继培摄摄
图③图③：：在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杜贵塔拉镇在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杜贵塔拉镇，，工人正忙着种植沙柳工人正忙着种植沙柳、、杨杨
树和樟子松等树和樟子松等，，以抵御风沙以抵御风沙，，为戈壁绿洲筑起生态屏障为戈壁绿洲筑起生态屏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彭 源源摄摄
图④图④：：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周边田园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周边田园的油菜花海的油菜花海。。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范培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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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再现““长江万里清长江万里清””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
口口，，19581958 年年 33 月月，，毛泽东在长江重庆云阳段毛泽东在长江重庆云阳段
视察时视察时，，曾将云阳县喻作曾将云阳县喻作““癞子头癞子头”，”，因为那因为那
里山荒岭秃里山荒岭秃、、林木稀少林木稀少。。长江流域是中国林长江流域是中国林
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众也是中国众
多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繁衍场多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繁衍场
所所。。为此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先后实施了天天
然林保护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林、、荒漠化防治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湿地保
护等重点生态工程护等重点生态工程，，使得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森林资源森林资源
持续增长持续增长。。

然而然而，，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长江流域的水污染、、水生生物消亡水生生物消亡、、
水生生物栖息地萎缩等危机仍频频出现水生生物栖息地萎缩等危机仍频频出现。。20162016
年年11月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了第一次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会上会上，，习习近平强近平强
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沿江各地区纷纷打响长江大保护的战役沿江各地区纷纷打响长江大保护的战役。。
20182018年年66月初月初，，湖北着力开展沿江化工企业专湖北着力开展沿江化工企业专
项整治项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等工作治等工作。。一年多来一年多来，，成效显著成效显著。。江苏省持之江苏省持之
以恒地推进长江两岸植树造林以恒地推进长江两岸植树造林，，积极修复两岸积极修复两岸
湿地和沿江自然岸线湿地和沿江自然岸线，，并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并不断完善政策法规，，
实行最严格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江苏启动了长江两岸造林绿化行江苏启动了长江两岸造林绿化行
动动，，到到20202020年年，，全面完成江苏长江两岸宜林地全面完成江苏长江两岸宜林地
植树造林植树造林，，整体提升绿化质量整体提升绿化质量，，基本建成沿江基本建成沿江
绿化带绿化带。。到到20252025年年，，江苏省沿江生态防护体系江苏省沿江生态防护体系

基本完善基本完善，，连续完整连续完整、、结构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结构稳定的森林生态系
统初步形成统初步形成，，岸绿景美岸绿景美、、绵延千里的沿江美丽绵延千里的沿江美丽
生态带基本建成生态带基本建成。。

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也加入了保护长江的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也加入了保护长江的
行列行列，，植树植树、、捡拾垃圾捡拾垃圾。。经过清理的江堤面貌经过清理的江堤面貌
焕然一新焕然一新，“，“长江万里清长江万里清””的景象将再现在人的景象将再现在人
们眼前们眼前。。

55 月月 2424 日日 ，《，《长 江 治 理 与 保 护 报 告长 江 治 理 与 保 护 报 告
（（20192019）》）》 在武汉发布在武汉发布，，提出将推进防洪减提出将推进防洪减
灾灾、、水资源综合利用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流域流域
综合管理的战略举措综合管理的战略举措，，使长江真正成为安澜使长江真正成为安澜
长江长江、、绿色长江绿色长江、、和谐长江和谐长江、、美丽长江美丽长江，，确确
保一江清水的永续利用保一江清水的永续利用。。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有一只神奇的摇篮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副那是一副雕雕
花的马鞍花的马鞍，，伴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这首这首《《雕花的马鞍雕花的马鞍》》的曲作的曲作
者宝贵是内蒙古科左后旗音乐家者宝贵是内蒙古科左后旗音乐家。。然而然而，，歌中的草原在上世纪歌中的草原在上世纪
8080年代初期就已难寻觅年代初期就已难寻觅。。那时科尔沁草原已出现那时科尔沁草原已出现48004800多万亩沙多万亩沙
地地，，通辽市总土地面积有五成已严重沙化通辽市总土地面积有五成已严重沙化，，并以每年十几米的并以每年十几米的
速度向外扩展速度向外扩展。。19781978年年，，中国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中国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4040年年
间种下间种下 30003000 多万公顷人造林多万公顷人造林，，在神州大地筑起一道绿色长城在神州大地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雕花的马鞍又回来了雕花的马鞍又回来了。。

提到草原提到草原，，人们总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敕勒歌人们总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天苍苍天苍苍，，野茫野茫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风吹草低见牛羊。”。”然而曾几何时然而曾几何时，，过度开垦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放牧、、开矿开矿
打井打井、、盗掘药材让草原生态日益恶化盗掘药材让草原生态日益恶化。。沙漠治理沙漠治理、、恢复植被恢复植被，，一代一代
又一代治沙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久久为功又一代治沙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久久为功，，古浪治沙古浪治沙““六老汉六老汉”、”、
治沙女杰殷玉珍治沙女杰殷玉珍、、治沙英雄石光银……支撑他们的是让家园变治沙英雄石光银……支撑他们的是让家园变
好好、、为子孙造福的朴素梦想为子孙造福的朴素梦想。。在毛乌素在毛乌素、、科尔沁科尔沁、、库布其库布其、、古浪八古浪八
步沙……治沙人谱写出一曲曲沙退人进之歌步沙……治沙人谱写出一曲曲沙退人进之歌，，昔日的草原森林又昔日的草原森林又
回来了回来了。。

20182018 年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 5555..77%%，，比比 20112011 年增年增
加加66..77个百分点个百分点。。草原承包经营面积达到草原承包经营面积达到4343亿亩亿亩，，占草原总面积占草原总面积
的的7373%%，，有效调动了广大牧民保护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有效调动了广大牧民保护建设草原的积极性。。

草原变好的背后草原变好的背后，，是国家草原立法与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决是国家草原立法与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决
心心。。中国于中国于19851985年颁布施行年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随后相随后相
继出台继出台 《《草原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草草
种管理办法种管理办法》》 等法规等法规，，形成了由形成了由 11部法律部法律、、11部司法解释部司法解释、、11部部
行政法规行政法规、、44部部门规章和部部门规章和 1313部地方性法规组成的草原法律法部地方性法规组成的草原法律法
规体系规体系，，让保护草原有法可依让保护草原有法可依。。

相关制度建设也让农牧民尝到了甜头相关制度建设也让农牧民尝到了甜头。。草原是重要的生产草原是重要的生产
资料资料，，全国全国268268个牧区和半牧区县中个牧区和半牧区县中，，很多贫困县牧民很多贫困县牧民9090%%的收的收
入来自草原入来自草原。。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全面落实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全面落实，，草原产权制度和保草原产权制度和保
护管理制度逐步推进护管理制度逐步推进，，草原禁牧休牧草原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有序推草畜平衡制度有序推
进进。。在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的同时在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让科学畜牧的理念深入人也让科学畜牧的理念深入人
心心。。数据显示数据显示，，20182018 年年，，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为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为
1010..22%%，，比比20112011年下降年下降1717..88个百分点个百分点，，草原利用更趋合理草原利用更趋合理。。

禁牧休牧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划区轮牧、、草畜平衡的举措让中国天然草原鲜草畜平衡的举措让中国天然草原鲜
草总产量连续草总产量连续88年保持在年保持在1010亿吨以上亿吨以上，，20182018年达年达1111亿吨亿吨。。科学科学
用水用水，“，“浅埋滴灌浅埋滴灌”，”，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发展高效节水农业，，集约化发展让草原农集约化发展让草原农
业对环境的影响降得更低业对环境的影响降得更低。。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严管汽车碾压严管汽车碾压
草原草原，，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环境，，让更多游客体验绿草如茵让更多游客体验绿草如茵、、广袤无垠的广袤无垠的
美景美景。。

湖光水色入画来湖光水色入画来

1212年前年前，，风光无限的太湖突然之间被大规模爆发的蓝藻占风光无限的太湖突然之间被大规模爆发的蓝藻占
据据。。这个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逼迫当地转换发展方式这个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逼迫当地转换发展方式，，淘汰落淘汰落
后产能后产能、、关停重污染企业关停重污染企业，，进行化工进行化工、、电镀电镀、、印染等行业专项印染等行业专项
整治整治，，建设污水管网建设污水管网、、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能力……1010 多年过去了多年过去了，，
太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太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湖体水质从湖体水质从 20072007 年的年的ⅤⅤ类改善为类改善为ⅣⅣ
类类，，连续连续1111年实现确保饮用水安全年实现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的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的
目标目标。。

曾经的洞庭湖曾经的洞庭湖，，烟波浩渺烟波浩渺、、碧水荡漾碧水荡漾，，是中国重要的粮是中国重要的粮、、
棉棉、、油油、、鱼生产基地鱼生产基地。。然而在唯然而在唯 GDPGDP 至上的粗放型发展面前至上的粗放型发展面前，，
洞庭湖不断萎缩洞庭湖不断萎缩，，水质不断恶化水质不断恶化。。为了治污为了治污，，就是支柱产业也要就是支柱产业也要
关关！！20172017年底年底，，洞庭湖全面清理被作为造纸原料而引进的数百万洞庭湖全面清理被作为造纸原料而引进的数百万
棵欧美黑杨棵欧美黑杨。。这种号称这种号称““湿地抽水机湿地抽水机””的外来物种蚕食洞庭湖已数的外来物种蚕食洞庭湖已数

十年十年。。造纸业的重污染造纸业的重污染、、黑杨树的生态破坏力让湖南省痛下决心黑杨树的生态破坏力让湖南省痛下决心。。
20192019年年，，洞庭湖区造纸产能将全面退出洞庭湖区造纸产能将全面退出。。

除了平原湖泊除了平原湖泊，，还有高原湖泊还有高原湖泊。。
过去过去1010多年多年，，黄河源区持续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综黄河源区持续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综

合治理工程合治理工程，，通过封育湖泊群周边草场通过封育湖泊群周边草场、、建立乡村垃圾处理体建立乡村垃圾处理体
系及县城污水处理体系系及县城污水处理体系，，湖泊群及周边生态逐步恢复湖泊群及周边生态逐步恢复。。

在湖泊治理的同时在湖泊治理的同时，，生态环境责任也在不断压实生态环境责任也在不断压实。。目前目前，，
中国不仅建立了河长制中国不仅建立了河长制，，而且而且，，湖长体系全面建立湖长体系全面建立———全国—全国11..44
万个湖泊万个湖泊 （（含人工湖泊含人工湖泊）） 共明确省共明确省、、市市、、县县、、乡四级湖长乡四级湖长22..44万万
名名。。此外此外，，还设立村级湖长还设立村级湖长 33..33万名万名。。管好管好““盛水的盆盛水的盆”，”，护好护好

““盆中的水盆中的水”，”，湖长们正在推动湖泊面貌改善湖长们正在推动湖泊面貌改善，，成为湖泊健康的成为湖泊健康的
守护者守护者。。

③③③

那只雕花马鞍回来了那只雕花马鞍回来了

塞罕坝的第一场雪塞罕坝的第一场雪，，比河北平原来得更早比河北平原来得更早
一些一些。。每年九每年九十月份十月份，，这里就进入了冬季这里就进入了冬季。。置置
身其中身其中，，林海雪原的胜景让人恍若走进童话世林海雪原的胜景让人恍若走进童话世
界界。。然而半个世纪前然而半个世纪前，，当地还是当地还是““黄沙遮天黄沙遮天
日日，，飞鸟无栖树飞鸟无栖树””的茫茫荒漠的茫茫荒漠。。直到直到 19621962 年年，，
300300 多名平均年龄不到多名平均年龄不到 2424 岁的年轻人来到这岁的年轻人来到这
里里，，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很多人一干就是一很多人一干就是一
辈子辈子。。三代人三代人，，一个梦一个梦，，讲述了一个中国故讲述了一个中国故
事事，，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这个世界上面积最这个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百万亩人工林海大的百万亩人工林海，，森林覆盖率达到森林覆盖率达到 8080%%，，
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净化水质 22..33 亿多亿多
立方米立方米，，释放氧气释放氧气5757万多吨万多吨。。

塞罕坝只是中国植树造林事业的一个缩塞罕坝只是中国植树造林事业的一个缩
影影。。如今如今，，中国森林覆盖率由中国森林覆盖率由4040年前的年前的1212%%提提
高到了高到了 2222..9696%%；；森林蓄积量增加了森林蓄积量增加了 8585 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卫星数据研究显示卫星数据研究显示，，20002000到到20172017年年，，全球全球
新增绿化面积中新增绿化面积中，，约约 11//44 来自中国来自中国，，贡献比例贡献比例
居全球首位居全球首位。。

留住绿水青山留住绿水青山，，得牢牢守住生态红线得牢牢守住生态红线。。秦秦
岭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岭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作为长江作为长江、、黄河两黄河两
大水系重要水源地大水系重要水源地，，它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它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水源地的水源地。。20142014 年年，，秦岭违建别墅被集中曝秦岭违建别墅被集中曝
光光，，将将““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变为变为““私家花园私家花园””的违法的违法
行为牵动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心行为牵动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心。。55

年过去了年过去了，，截至今年截至今年 33月月，，陕西共拆除秦岭违陕西共拆除秦岭违
建别墅建别墅 11851185 栋栋，，没收没收 99 栋栋，“，“秦岭保卫战秦岭保卫战””取取
得阶段性成效得阶段性成效。。

实施退耕还林实施退耕还林、、林地保护林地保护，，更要转变发展更要转变发展
方式方式。。自自19991999年启动实施两轮退耕还林工程以年启动实施两轮退耕还林工程以
来来，，中国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中国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55亿多亩亿多亩，，总投总投
入超过入超过 50005000 亿元亿元。。不让砍树了不让砍树了，，老百姓吃什老百姓吃什
么么、、喝什么喝什么？？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直接直接
使使32003200万退耕农户从政策补助中户均直接受益万退耕农户从政策补助中户均直接受益
98009800多元多元，，更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更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培育了生培育了生
态经济型的后续产业态经济型的后续产业，，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转移的转移。。在大兴安岭林区在大兴安岭林区，，伐木工人当上了护伐木工人当上了护
林员林员。。先后有数万名职工从木材生产行业转向先后有数万名职工从木材生产行业转向
森林管护工作森林管护工作，，解决就业的同时解决就业的同时，，林业用地也林业用地也
全部管护起来全部管护起来。。

俗话说俗话说，，前人栽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人乘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人认识到人认识到，，守护好绿色遗产守护好绿色遗产，，就是为子孙后代就是为子孙后代
造福造福。“。“草鞋书记草鞋书记””杨善洲杨善洲、“、“延安树痴延安树痴””张莲张莲
莲等一大批植树英雄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莲等一大批植树英雄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各各
地树立起生态责任意识地树立起生态责任意识，，不唯不唯GDPGDP论政绩论政绩，，带带
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每年植树节每年植树节，，人们纷纷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为美丽中国种上一棵树走出家门为美丽中国种上一棵树。。

““绿云蔽日树轮囷绿云蔽日树轮囷。。成阴结子后成阴结子后，，记取种花记取种花
人人。”。”近近1414亿中国人将记住这些种树人亿中国人将记住这些种树人、、护树人护树人。。

从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的上空俯瞰从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的上空俯瞰，，漫漫
山翠竹将村庄装扮成一片硕大的山翠竹将村庄装扮成一片硕大的““绿绿
叶叶”，”，澄澈的余村溪穿村而过澄澈的余村溪穿村而过。。站在余村站在余村
文化馆外广场上文化馆外广场上，，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实时空气负氧离子探测器显示实时空气负氧离子探测器显示，，负氧离子负氧离子
含量为每立方厘米含量为每立方厘米 44..88 万个万个。。村路两边村路两边，，
一座座红顶黄墙的三层小楼次第排列一座座红顶黄墙的三层小楼次第排列。。每每
天至少有天至少有 33 趟大巴车满载着游客开进余趟大巴车满载着游客开进余
村村，，只为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只为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

时间倒回时间倒回 3030 年年，，这里却是这里却是““村村点村村点
火火，，户户冒烟户户冒烟”。”。上世纪上世纪 8080 年代中后期年代中后期，，
安吉是浙江安吉是浙江 2020 个贫困县之一个贫困县之一。。为为““摘摘
帽帽”，”，安吉走上工业立县之路安吉走上工业立县之路，，靠山吃靠山吃
山山，，余村也不例外余村也不例外，，炸山开矿炸山开矿，，卖矿石卖矿石、、
造水泥造水泥。。很快很快，，村民的村民的““钱袋子钱袋子””鼓了鼓了，，
村年集体收入达村年集体收入达 300300多万元多万元，，大山却变得大山却变得

满目疮痍满目疮痍。。
痛定思痛痛定思痛，，安吉作出了安吉作出了““生态立县生态立县””

的新决断的新决断。。19981998年年，，安吉全县共投入安吉全县共投入80008000
多万元多万元，，对对 7474 家水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治家水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治
理理，，关闭关闭 3333家污染企业家污染企业，，243243家矿山企业家矿山企业
整治后只剩下达标的整治后只剩下达标的1717家家。。然而然而，，集体收集体收
入也随之入也随之““断崖式断崖式””下降下降。。

发展经济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还是保护环境？？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20052005 年年 88 月月 1515 日日，，习近平同志来到余习近平同志来到余

村考察村考察，，首次提出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山””的重要思想的重要思想。。余村考察余村考察99天之后天之后，，习近平习近平
在浙江日报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之江新语》》专栏专栏发表发表《《绿水青绿水青
山也是金山银山山也是金山银山》》 一文一文。。文中说文中说：“：“我省我省

‘‘七山一水两分田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许多地方‘‘绿水逶迤绿水逶迤
去去，，青山相向开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拥有良好的生态优
势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生态旅游等生态经
济的优势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
银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
盾盾，，又可辩证统一又可辩证统一。”。”

1414 年来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思想引领着各地拨开发展迷雾思想引领着各地拨开发展迷雾，，看清前看清前
路路。。大山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大山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和保护和
修复刻不容缓修复刻不容缓。。如今如今，，在许多大山里在许多大山里，，

““轰隆隆轰隆隆””的开矿声的开矿声、、伐木声少了伐木声少了，，矿矿
工工、、伐木工变身生态管护员伐木工变身生态管护员，，用另一种方用另一种方
式与大山对话式与大山对话，，一场场生态修复工程有条一场场生态修复工程有条
不紊地推进不紊地推进。。

““一竿毛竹富了一县农民一竿毛竹富了一县农民，，一片叶子富一片叶子富
了一方百姓了一方百姓，，一把转椅富了一方经济一把转椅富了一方经济”，”，越越
来越多像安吉一样的山区来越多像安吉一样的山区，，正演绎着新时正演绎着新时
代代““靠山吃山靠山吃山””的的绿色发展故事绿色发展故事。。

““靠山吃山靠山吃山””的新故事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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