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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版责任编辑：潘旭涛 彭训文 姜忠奇）

“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
坝种树”

塞罕坝为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山岭水
源之地”。此话不假，作为清朝“木兰围场”
的一部分，历史上的塞罕坝确实是一处水草
丰沛、禽兽繁集的“千里松林”。

但随着晚清时期吏治腐败和财政颓废，
1863 年木兰围场被迫开围放垦，加之过度砍
伐和连年山火，到解放初期，曾经“山川秀
美、林壑幽深”的塞罕坝却呈现出“飞鸟无
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之势。

肩负着改变当地自然风貌，阻隔风沙侵
袭的时代使命，1962 年，来自全国 18 个省
市、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的 127 名大中专毕业
生，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
队伍，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

1963年8月，得知林场急缺人手，正在承
德读高中的陈彦娴与宿舍5个姐妹相约一起到
塞罕坝，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但映入
眼前的景象，她至今难忘。

“我们坐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两夜，肉
眼能看到的就那么几株小树苗。一下车，坝
上的小北风就冻得我们直打哆嗦。”陈彦娴说。

当时的塞罕坝人，住的是库房、窝棚、
地窨子，吃的是莜面、棒子面、咸菜，最好
的伙食也仅仅是过年时给每人发的2斤白面。

艰苦环境的当头一棒与连续两年的栽
植失败并没有吓退陈彦娴等第一代塞罕坝
人，巨大的使命感与信念感激励他们迎难
而上。

1963年 12月，坝上平均气温只有零下 30
多摄氏度，夹杂着雪花的“白毛风”，刮得人
脸上直冒“肉瘤瘤”。为了给来年造林作准
备，陈彦娴与同事们开始上山整地，清理废
木。男同志负责采伐，姑娘们则用粗麻绳将
木头绑好拽下山。成捆的废木对于她们而
言，宛如小山一般，耗尽浑身力气，才能拉
运一趟。每日 10 小时的工作，令她们的肩
上、背上磨出一道道血印子。

“当时大家都年轻，好胜心强，你拽得
多，我要比你还多，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塞
罕坝建设好。”虽然一个月的埋头苦干让陈彦
娴变得又黑又瘦，但自此以后所有人都对她
另眼相看。

随着造林有序进行，上世纪 70 年代的塞
罕坝翠绿初现，这也唤起了陈彦娴母亲接女
儿回城的心。1976 年，陈彦娴的母亲在承德
市为女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亲自来坝上叫
她回家，但陈彦娴拒绝了。

“为什么？”记者问。
“因为林子还没长起来，我的使命就没结

束，我的愿望也没达成。”
“那现在呢？后悔吗？”
“当然不后悔。说真的，看着亲手栽植的

树苗一步步长成森林，就像看自己孩子长大
成人一样，这种获得感与满足感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替代。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坝
种树！”陈彦娴说。

“绿化塞罕坝，就算赔钱也要
种树”

经过 58 年接力耕耘，塞罕坝的树种完了
吗？

“你看那！”在塞罕坝三道沟东坡，林业
科科长李永东故作神秘地没有回答，反而用
手指向远方。坡度接近 30°的坡面上，只见
数万株樟子松树苗正迎风舒展，虽不及周边
巨树葱郁威严，却也生机盎然、极富朝气。
这个坡面，就是被许多老百姓称为“造林就
是白费力气”的石质阳坡。

“这些土叫‘头皮土’。”走上山坡，李永
东随意拨开树苗底部几厘米厚的薄土，馒头
般大小的石砾水泄不通地挤在地表之下。“你
看，这些树其实是在石头缝儿里种活的！”

既然坡度陡峭、土质瘠薄，为何还非要
在石质阳坡上栽树呢？

根据李永东回忆，塞罕坝的大规模造林
集中于 1962年至 1982年间，之后便转为经营
为主、造林为辅的营林模式。造林往往选择
立地条件相对好的区域，进入 21 世纪，整个
塞罕坝除了个别小面积林中空地，就仅剩下
石质阳坡这块难倒两代务林人的“硬骨头”
还没“啃”下来。

在经历过多次攻坚失败后，很多人开始
怀疑，这块“硬骨头”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再“啃”？

2011 年，时任林场总场场长的田军决
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石质阳坡这块

“硬骨头”。
坡面直栽不行，那就换种思路，采用大

苗移植、容器苗造林。“在 300 亩试验田上不
断摸索，我们总结出了大穴、客土、壮苗、
覆膜等一系列适用操作规范。”林业科副科长
范冬冬说。

但是，在石质荒山上挖大穴，堪称是挑
战极限的世界级难题。范冬冬伸出布满老茧
的手比划说，说是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
头，拿把长尖镐，一点点把石头刨下来，双
手震得生疼。

“有一年，北京八中一个班的学生来林场
课外实践，他们对石质阳坡造穴很感兴趣，
都说想体验一下。结果 40 多个孩子，刨了 1
个多小时，都没刨出一个树坑。孩子们都
说，我们这是‘在青石板上种树’。”李永东
笑着告诉记者。

事实上，为了攻坚造林，塞罕坝机械林
场没少自筹资金。每在石质阳坡上造一亩
林，林场就要倒贴 500 元。“只要能提高森林
覆盖率，提高林木质量，更好绿化塞罕坝，
就算赔钱的买卖我们也要干！”李永东掷地有
声地说。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
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现如今，
98.9%和 92.2%的历史最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
率正不断推进塞罕坝人的美好愿景走向现
实。待幼树成林后，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将
由80%提高至86%的饱和值。

“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
千古罪人”

“三分靠植造、七分靠管护”。要做好森
林管护，首先要念好“防火诀”。“塞罕坝的
天，孩子的脸。”当地的俗语说尽了塞罕坝善
变的气候特征，这为森林火情防控增添了许
多不确定性。

“为了满足通信需求，去年我们采购了 8
架无人机。喏，小段可是我们这的‘无人机
专家’。”塞罕坝护林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告
诉记者。

孙文国口中的“专家”，名叫段崇岩，自
小就在坝上长大，是根正苗红的“林三代”。
2010 年，本想继续留在部队发展的他，却被
母亲喊回了家。

“说实话，回来的前三年我一直不适应，
直到来到防火办。”作为一名曾经的坦克驾驶
员，防火办配备的红外探火雷达等仪器恰巧
能满足段崇岩研究精密设备的心头所好。

去年，林场计划采购无人机，但整个坝
上没人接触过这个新鲜玩意儿，段崇岩主动
请缨，负责学习操作。

防火无人机，结构精密，一个操作不
慎，整台设备都可能报废。怎么办？段崇岩
选择自己先买一台小型设备。“我认为，无人

机有大小，但设计理念却没区别。”就这样，
段崇岩抱着无人机开始研究，这瞧瞧，那看
看，不懂的再上网查，反复钻研了一段时间
后，他便可以灵活操纵任意一台无人机了。

“我们塞罕坝人，都喊坝上的树叫‘自家
林子’。现在看着‘自家林子’都长起来了，
可不能因为我的管护失误，让林火毁了这
里，如果‘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塞
罕坝的千古罪人！”段崇岩说。

塞罕坝不仅有防火“专家”，还有负责防
虫的“森林医生”。2000年，森林保护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国志锋来到塞罕坝，成为坝上第
一名专业“森林医生”。

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塞罕坝树种单
一、成熟林面积较大，是适生虫害的先天温
床。为了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国志锋走遍
了塞罕坝的每个角落，采集生物样本。为
此，国志锋特意建起一间标本室，里面陈列
着 900 多种害虫的 2 万多个标本。“这儿就是
森防站的公共‘图书馆’。”国志锋笑着说。

“每年5月防治松尺蛾，5月下旬到6月上
旬防治松毛虫，8 月底防治白毛树皮象……”
这些防治计划，国志锋烂熟于心。

现如今，塞罕坝已初步建立了物联网野
外监测系统，但国志锋却一刻没有放松。“目
前，突发性虫害还是难以有效管控，改善防
治手段势在必行。”正说着，国志锋又被一通
虫害警报电话叫走，转身跑进了大山深处。

“做资源消耗‘减法’，做绿
色产能‘加法’”

58 年匆匆流逝，当下的塞罕坝正在体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112
万亩林海当中，蕴藏着总价值206亿元的森林
资产、142.24亿元的生态服务与3.59亿元的物
质产品，巨大的经济效益令许多开发商眼
馋，但塞罕坝拒绝了。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能够还
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林场职工中
流传的这句话，道出了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
的本心。绿水青山留得住，怎怕金山银山不
再来？

以林促富，塞罕坝没有选择为林地“剃
光头”的采伐作业。“近几年，我们主动将节
伐改为间伐，严格限定采伐指标，在做资源
消耗‘减法’的同时，做好绿色产能的‘加
法’。”机械林场总场场长陈智卿告诉记者。

木材产能降低的经济损耗，该从何处弥
补？绿化苗木成为了塞罕坝的主攻方向。

走进四道沟营林区，记者发现，在许多
林下空地都排列着高约 50 厘米的樟子松树
苗。“林场现在建有绿化苗木基地 8 万多亩，
有 1800 多万株多品种树苗。未来，我们还要
建造 2000 公顷的林苗一体化基地，尽快实现
苗木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四道沟营林区主
任闫立文介绍道。

此外，森林碳汇也是塞罕坝拓宽绿色发
展的重要抓手。2016 年，塞罕坝林业碳汇项
目国家核证减排量获国家发改委签发，成为
华北地区首个在国家发改委成功注册并获得
签发的造林碳汇项目。“前年，我们在北京环
境交易所共达成的碳汇交易，为林场带来数
百万元的经济收入。”李永东说。

如今，塞罕坝造林、间伐、绿化苗木、
碳汇交易、抚育森林的绿色循环发展方式正
在逐步形成。“自家林子”结出的“金元
宝”，正不断充盈塞罕坝人的口袋。

“吃‘生态’这碗饭，塞罕坝要慢慢来，
急不得。把好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天平，
才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的嘱托。
传承、发扬好塞罕坝精神，是我们这代人的
责任。”陈智卿说。

世界最大人工林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驱车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向北进发，地势逐渐抬

高。渐渐出现在眼前的，是初夏时节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从卫星云图中看，塞罕坝112万亩人工防护林就像一只展开

双翅的雄鹰，牢牢扼守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阻止了

沙尘的南下肆虐。而这片阻绝沙尘的林海，是塞罕坝三代人呕心

沥血、驰而不息铸就的成果。

那么，这场穿越时空的“绿色接力”是如何实现的？近日，

记者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探访世界最大人工林背后的故事。

虽然在采访前查阅了很多关于塞罕坝的
资料，但当自己看到百万亩林海时，满目葱
翠带来的震撼，还是令记者始料未及。

从荒漠沙地到森林之海，塞罕坝抒写的
人间奇迹背后，是三代人艰苦奋斗的牺牲精
神，是塞罕坝人甘于奉献的拳拳之心。

林场场长陈智卿是第一位接受采访的
人，他告诉记者一个秘密：“林场人不善言
谈，但你只要跟他们聊种树，他们的话匣子
想关都关不住。”

此话不假。无论是采访退休职工，还是
一线护林员，谈及自己时往往三言两语就说
尽了。但只要聊到树，他们立刻精神抖擞，
能连说带比划地拉着记者讲几个钟头都不

累，眼里透出的是对塞罕坝植树造林事业的
真挚热爱。生态保护是千秋大计，投身建设
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也同样需要发自肺腑
的认可与热爱。

正是凭着这股发自内心的力量，陈彦娴可
以在零下 30摄氏度的室外工作一整月，范冬冬
震麻双手也要刨坑挖穴，三代塞罕坝人才能栽出
可绕赤道12圈的林木……依托几代人对造林营
林事业的赤子情怀，塞罕坝没有种不活的树。

为子孙后代创造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优美环境，是塞罕坝人的理想，更是
塞罕坝人的实践。塞罕坝的“绿色接力”感
人至深，更可贵的是塞罕坝精神的传承，始
终驰而不息，催人奋进！

驰而不息的精神传承
刘乐艺

▲金秋时节鸟瞰塞罕坝

▲务林人在优质苗木培育基地育苗

▲塞罕坝七星湖景区

▼塞罕坝万顷绿洲

森林资产总值

206亿元
森林资产总值

206206亿元亿元
防护林面积

112112万亩万亩
森林覆盖率

8080%%
最高成活率

98.9%
最高成活率

9898..99%%

（本版照片由王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