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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贡献四分之一新增绿化面积

近年来，人们看到，不毛之地变成绿洲，黄土高原
披上绿装。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完成造
林5.45亿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04%，森林蓄积量超
过175亿立方米，全国人工林面积扩大到11.9亿亩，中
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
家。在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
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调节气候，
缓解全球变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底，全国森林
面积2.2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1%，湿地
保护率达到 50%以上，森林植被碳储备量 91.86 亿吨，

“地球之肺”发挥了重要的碳汇价值。
谈到森林与碳汇、碳汇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

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唐小平解
释道，国际社会所谈的碳汇，主要是指森林碳汇，即树
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
定并储存在森林植被和土壤中。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80
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
203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
达到19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
中有降。

中国在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成绩单的同时，也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全球生态治理的“绿色样板”

每年春风拂过大地，植树增绿正当其时。挥锹培
土，提桶浇水，一处处新绿焕然新发，这已成为美丽中
国最动人的春日风景。

2021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中国已开创了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绿化之路。40年来，全民义务
植树以其特有的法定性、全民性、义务性和公益性在中
华大地蓬勃展开。截至目前，全国适龄公民累计175亿
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781亿株（含折算）。义务
植树已成为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就
最显著的群众性绿化运动。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使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每一位适龄公民的法定义
务。40 年来，全民义务植树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
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发挥上下一心、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展现出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
力，为全球生态治理树立了“绿色样板”，产生了积极
广泛影响。

40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各
大机关、各部门带头履“植”尽责，各地植纪念树、种
纪念林蔚然成风。从消灭荒山荒地，到融入林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再到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民义务
植树有力推进了国土绿化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目前，
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80年代初的10.1%提高到
41.1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3.45平方米提高到14.8平
方米，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总体上实现了由黄到绿、由绿到美的转变。随着
义务植树运动的深入开展，“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理
念厚植人心，生态文明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全民义务
植树不仅在祖国大地上栽下了片片绿色，也在全社会
播撒了生态文明的种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凝聚了共
识和合力。

经过 40 年的发展，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也在不断丰
富，已拓展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认种认养、捐资捐
物、志愿服务等八大类50多种，极大拓宽了公众的尽责
渠道。特别是通过在15个省份开展“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试点，建立一批“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
地，打通了义务植树尽责“最后一公里”，让“云端植
树”“码上尽责”成为现实，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新阶段。

义务植树不仅要实现“大地植绿”，更要实现“心
中播绿”，爱绿、植绿、护绿成为人们的文明风尚、自
觉行动。“儿子的生日是3月12号，也就是植树节，从
1999年种下第一棵树以后，每年过生日，种下一棵生日
树是必须的仪式感，也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湖北
省武汉市江汉区的魏文芳和儿子吴家豪已种树20余年，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全民植树，
全民增绿，为建设美丽中国注入了蓬勃的群众力量。

自1998年起，中国还陆续启动了再造秀美山川的战

略工程——林业六大生态工程。它们是：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
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野生动
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
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划范围覆盖了全国 97％以上的
县，规划造林任务超过11亿亩。

谈到这六大工程，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说：“中
国的陆地碳汇中，约56%来自六大生态工程建设相关的
区域。在多年的积累之后，它们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河北塞罕坝的“绿色地图”

2021年9月28日，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

从2017年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到2021年机械林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称号，再到此次的“土地生命奖”，塞罕坝“荒原变
林海”的绿色奇迹，是中国生态环境改善和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体现，也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

“塞罕坝”是蒙语和汉语的组合，意为“美丽的高
岭”。这颗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的“绿色明珠”，半个
世纪前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沙地荒原。

近60年来，三代塞罕坝林场人坚持植树造林，浇灌
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用行动铸就了“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塞罕坝水土流失严重，成为风沙肆
虐的沙源地。如果不堵住这个离得最近的沙源，首都的
生态环境将难以为继。

1962年，原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机械林场，恢
复植被，阻断风沙。

同年2月，来自19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
生和242名林业工作者，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浩
浩荡荡地来到塞罕坝海拔 1500 米以上的荒沙地。那一
年，这群人的平均年龄不到24岁。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塞罕坝造林初期，沙化
严重，缺食少房，偏远闭塞，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缺乏经验，第一年造林成活率不足5%，第二年
造林成活率不足8%……

面对两次失败，塞罕坝的林场人没有放弃。1964年
春，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带领职工开展“马蹄坑
造林大会战”。他们住窝棚、喝雪水、啃干馍，他们迎

风斗霜，夜以继日，反复试验改进机械，共栽植落叶松
516亩，成活率达到96%。事成之后，王尚海激动得跪在
山坡上，泪流满面。

此后，塞罕坝的造林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
但塞罕坝面临的考验还未结束。1977年“雨凇”灾

害致20万亩林木毁于一旦。1980年百年难遇的大旱致12
万多亩林木被旱死。

面对一次次灾难，塞罕坝人怀着“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信念，用行动证明：再难，树都能一棵棵种出
来；再难，绿色奇迹都能一步步干出来。

如今，塞罕坝林地面积由 24 万亩增加到 115.1 万
亩，森林覆盖率由11.4%提高到82%，成为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人工林。塞罕坝的林场工人曾这样形容，如果把人
工林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绕地球赤道12圈。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人工绿海，塞罕坝的“绿色地
图”仍在续写。它的生态成绩，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世
界赞誉，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探索。

山西右玉的“绿色接力”

秋日的右玉，错落的林草变幻着色彩，金黄与棕色
辉映，深绿与火红相间，像一幅被定格的油画。

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是天然的风口地
带。七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不长草，风吹石
头跑”的不毛之地。

绿色，曾是右玉最稀缺的颜色，如今却成为这里最
厚重的“底色”。

经过 70 余年，一代代右玉人累计种下约 1.4 亿棵
树，右玉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0.3%到
56%，使近2000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满目葱茏的
塞上绿洲，创造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
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
堵门。”风沙肆虐、黄风蔽日，土地上没有一丝绿意，
这是1949年右玉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后看到的荒
凉情景。

“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
栽树；要想家家福，每人一棵树。”经过全面调研，张
荣怀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响亮地发出号召。

1950年春天，张荣怀带领全县干部，在苍头河畔，
挥锹挖坑种下第一棵杨树苗。

70多年来，右玉的县委书记换了21任，但换领导不

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劲，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在历
任县委书记带领下，右玉县干部群众靠一把铁锹两只
手，开启了一场“绿色接力”。

“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这曾是过去
右玉人种树时所面临的困境。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第一年栽好的树，可能立马
会被狂风黄沙吹走。但右玉人从不服输，咬定目标不放
松，一茬接着一茬干。

一把铁锹、一个饭盒、一截卷尺，成为了那时右玉
人的标配。种树的时节，干部群众、男女老少一起上，
大家抢着干、比着干。

过去，每个机关单位办公室门口都放着一把铁锹，
一个单位一片林，一个系统一座山，县城周边的空地都
是右玉人的造林基地。据统计，仅机关单位干部、职工
就造林30多万亩，营造了文教林、政法林、宣传林等十
几个造林基地。

现在“接力棒”传到了右玉县第 21 任县委书记张
震海手上，他说，“肩上的担子丝毫不比以前轻，我
们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右玉精神’，跑好这场绿色
接力赛。”

在山西右玉，每一棵树、每一片林都描绘着美丽中
国的绿色底色，也成为中国对全球的绿色贡献。

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绿”

盈盈绿波，赤峰红土，奇山秀水，生意盎然。从昔
日的风沙漫天到今日的风景如画，“绿色陕西”体现着
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深入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各地坚持以绿治黄，大规模
推进国土绿化，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目前，陕西全省
森 林 面 积 增 加 了 1 亿 亩 以 上 ，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47.73%，黄土高原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

在陕西延安，1999年，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延
安市成为最早试点。

截至 2019 年，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 1077.46 万亩，
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80%以上。在卫星遥
感图上，“绿色延安”清晰可见。

宜川县王小红的悬崖造林队是延安退耕还林20余年
的一个缩影。

王小红是延安市宜川县丽红专业造林队的队长，从
2004年开始，他开始带领当地的造林人员在壶口瀑布上
下游的黄河右岸种树。

宜川县的悬崖峭壁下面是黄河，种树能防止水土流
失以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促进黄河沿岸水土治理。

17年来，王小红和队员们不畏艰险，在陡峭的山崖
边凿石背土、栽树造林，为黄河两岸披上绿衣。

“我成立这样一个工队，无论如何都要啃下山坡造
林这块‘硬骨头’，就是想让家乡绿起来，为子孙后代
留下好生态。”王小红说。

在土壤稀薄、地势险峻的悬崖边栽树造林，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

有些悬崖垂直高度三四百米，队员要挂着绳索，用
双脚紧紧扒着地面作业。除了需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还要解决许多技术难题。

悬崖上大部分为石质山地，没有适合种树的土壤，
造林队在不断摸索的同时，组织人员去外地学习经验技
术，开发出被称为“石坑客土大苗”的办法：一锤一锤

“就地取材”，把大石块敲碎，围成“石围子”后靠人工
一点点把土背到坑里，再回填起来种树。

在平原上种树，一个人一天能种60棵，可在陡峭的
悬崖上只能种七八棵。

王小红说：“以前在悬崖边种树，每天都提心吊
胆，现在面对悬崖已是家常便饭了，不再害怕，哪里能
种树，哪里不能，眼睛一扫就知道了。”

2004年这只造林队刚成立时，只有四五个人，目前
已发展到30多人。

17年间，王小红带领队伍在黄河两岸光秃秃的悬崖
峭壁上种下400多万棵树，将曾经的秃山荒岭换了绿貌
新颜。

在全县造林人的共同努力下，宜川县目前完成石坑
造林3万亩，全县治理荒山面积40多万亩。

“以前从黄河里舀碗水半碗是沙，现在一碗水只有
十几粒沙。”王小红欣慰地笑了。

当前，陕西正处在由“浅绿色”向“深绿色”迈进
的关键历史阶段。在未来，挺进“深绿色”，实现高质
量的“陕西绿”，成为这片土地新的期待，也是中国对
世界的庄严承诺。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关于森林的绿色传奇故事还
在继续书写……

油松、矮紫杉、红瑞木、碧桃、楸树、西府
海棠……习近平接连种下6棵树苗。他一边同少
先队员提水浇灌，一边询问孩子们学习生活和劳
动锻炼情况，叮嘱他们要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热
爱劳动，勤劳是人的基本素质。等你们长大了，
祖国将更加富强。你们要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既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要做到身体
强、意志强，准备着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植树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
同大家一起扶苗培土、拎桶浇水，气氛热烈。

新种下的树苗，迎风挺立，生机勃勃。植树
期间，习近平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全
民义务植树开展40周年。4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
齐心协力、锲而不舍，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多，
城乡人居环境越来越美，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的国家。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同建设
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相比，我国林草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
仍然突出，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
共识和呼声。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中华文明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新发

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下
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
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
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
的努力。美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
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要深入开展好

全民义务植树，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
会共同参与，加强组织发动，创新工作机制，强
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义务植树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履行植
树义务，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呵护好我们的
地球家园，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让人民过上
高品质生活。

——摘自《习近平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
护绿的文明风尚 共同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 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参加》（2021年4月3日
《人民日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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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为世界增绿降碳
严 冰 张怡然 任彤彤

植树造林，为世界增绿降碳
严 冰 张怡然 任彤彤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故事③

隆冬时节，北京双秀公园却别有一番情致。
虽然天气寒冷，花叶落尽，人们却用无纺布“绿
衣服”给紫薇、梧桐树穿上冬衣，帮助树木防寒
过冬。还收集落叶，粉碎后掺进尿素和土，进行
低温堆肥，呵护树木过寒冬，冬季“义务植树”

别样开启。如今北京已形成“春植、夏认、秋抚、
冬防”的四季尽责护绿模式，变一季植树为全年尽
责，爱护树木的生态文明意识已经蔚然成风。

人类来自森林，森林是人类最古老的乡愁。
从《诗经》《楚辞》对森林细致生动的描写，再到

山水田园诗和《桃花源记》《徐霞客游记》等诗文
对森林的咏叹，森林，以其无限生命力和丰富蕴
藏，历经岁月长河，成为人们反复歌咏的对象。
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森林的绿色传奇故事又当如
何书写？

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晓晓摄摄

黄土沟壑中的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满眼绿色。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黄土沟壑中的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满眼绿色黄土沟壑中的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满眼绿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明明摄摄

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湿地公园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曹 阳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