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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取得阶段性成效
预计今年底完成

本报椰林3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自2017
年12月成功申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陵水黎
族自治县大力推进城区、郊区、乡镇、农村等地造
林绿化工作，全面提升绿化水平，改善生态环境，
预计2019年底完成创建工作。

“森林城市”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以森林植被为
主体，体现城市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城市建设
模式。据了解，陵水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包括森林
生态、森林产业、森林文化和森林管理4大体系，
主要建设内容为城市绿色空间、造林绿化、通道绿
化、美丽乡村建设等。

2018 年，陵水共完成植树造林绿化面积
3034亩，森林覆盖率达61.4%。“我们按照不同的
造林绿化项目要求，进行‘四边两区’复绿、损毁山
体修复、湿地保护与修复、海防林景观改造、滩涂
种植红树林等项目，采取‘宜成片种植则成片种
植，宜零星种植则见缝插绿’的方式，扩大陵水绿
化面积。”陵水林业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实施近两年来，结合脱贫
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陵水引导鼓励群众利
用庭院、撂荒地、路旁、屋前房后种植果树等林木，
美化环境的同时增加收入。

去年，陵水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与“绿化宝
岛”大行动相结合，把造林任务分解到海防林、生
态经济兼用林、通道绿化、乡村绿化等多种用途
中，将责任落实到乡镇和村。文罗镇率先组织贫
困户成立专业造林队，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
同时带领贫困户脱贫增收。

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中，陵水将重点抓好特
色产业基础建设工程、林业产业链延伸工程和生
态旅游建设工程。下一步，陵水将充分挖掘森林
旅游资源，打造一批集观光度假、康复疗养、休闲
娱乐功能于一体的森林旅游项目。

陵水全力打造绿色通道
目前完成绿化总长度约400公里

本报椰林3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3月2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获悉，近
年来，陵水共投入近4亿元用于通道绿化建设，共完
成绿化总长度约400公里，陵水城市形象得到提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陵水共计对G98环岛
高速陵水路段47公里进行绿化，种植紫荆、大叶
紫薇等乔木2.39万株和大红花、夹竹桃等灌木3
万株，在保护原有地貌和生态的前提下，营造出色
彩丰富的通道景观，提升视觉景观效果。

陵水还打造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文黎
大道生态景观绿化带和清水湾旅游景观大道绿化带。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陵水从“村村通公路”工
程建设着手，从通道绿化延伸到村边种植，形成以
村庄绿化为点、公路绿化为线、荒地种植为面的点
线面一体生态修复格局。陵水采取政府送苗下
乡、财政专项资金、碳汇捐募资金、企业自投资金
和群众投劳的方式，加大通道、村庄绿化力度，努
力达到修复乡村景观生态不漏一村一路的目标。

数据显示，陵水共计绿化村庄500余个，村庄
绿化率达95%以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绿化网
格全覆盖。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

站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国
家湿地公园规划地中的一处监测点
上，上千亩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尽收
眼底，还不时能望见白鹭掠过水面、
穿梭林间、休憩觅食，整个景象令人
心旷神怡。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
19日探访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时的所见。

“随着气温回暖，白鹭逐渐飞回
北方，现在园区里的白鹭数量在百
只左右。每年冬季数量最多，可达
上千只。”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日常管护人员，对这群白鹭如同老
友般熟悉。

白鹭的出现，是这片湿地生态修
复取得成效的有力证明。自2016年
起，陵水开始实施退塘还林及红树林
造林工程，建设主要内容为滩涂造林
及退塘还林，规划造林总面积约为1

万亩。在此基础上，2017年12月，
陵水获批建设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选址于新村港，总规划面积为958.22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943.20公顷，湿
地率达98.43%。

“生态修复前，别说是白鹭了，
人都不愿意走近这个地方，地表光
秃，垃圾成堆，又脏又臭。”陵水林业
局局长谢邦雄说。据资料记载，上
世纪60年代，新村潟湖环境优美，
资源丰富，红树林茂密，珊瑚礁发育
良好。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养
殖户在红树林生长的滩涂地带挖塘
养鱼，这种行为致使当地红树林被
破坏。依据2014年4月中国红树林
保育联盟调查，陵水红树林的濒危
稀有品种红榄李仅存5株，白骨壤分
布面积和成活数量仅为上世纪80
年代的20%左右。

面对鱼塘、虾塘侵占湿地，植被
被破坏，地表光秃、垃圾成堆等生态

难题，陵水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要
尽早地采取行动进行修复与保护，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保证生态环境只能
更好不能变差。

“要想解决问题，就要究其根本，
首先要做的是退塘还湿，从源头上预
防养殖污染源。”谢邦雄说，陵水规划
退塘还林1万亩，其中6538亩用于
还林还湿，恢复湿地生态。

潮涨时，红树林枝干被淹没，只
露出树冠；潮落时，栖息于红树林内
的鱼、虾、蟹、螺纷纷从洞穴中出来
活动，白鹭欢快地穿梭于林间……
在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原生
红树林面积14.74公顷，恢复红树林
面积1339公顷，分布有18种红树林
树种，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与珍稀
濒危植物红榄李、水蕨和美冠花。
此外，这里还有72种鸟类和丰富的
鱼类、虾类、蟹类，区域生物种类十
分丰富。

“你看，这株红树的根系强壮有
力，肯定能长得很好。”陵水林业局
工作人员杨克仁兴奋地与海南日报
记者分享起他的发现。“淤泥里氧气
少，红树植物把根系裸露在空气中，
能直接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是为什
么我根据根系强壮判断它能长得
好。”杨克仁解释说。

如今，该区域红树林已长到三
五米高，郁郁葱葱，如同“海上绿色
长城”般保护着新村潟湖。除了红
树林长相茂盛，令保护者们开心的
还有红榄李等濒危物种得到抢
救。据了解，2014年中国红树林保
育联盟对红榄李进行全面调查。结
果显示，全国仅存14株，其中陵水
有5株。

为了抢救红榄李，陵水林业局与
海南师范大学合作种植试验，由海师
大供应苗木，陵水林业局负责种植管
理。目前，红榄李种植数量达900

株，且长势向好。
复绿仅仅是这片湿地的变化之

一。“《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总
体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评审，修建性
详细规划正在做最后的修改，今年
很快就可以开工建设，完工后，这里
将是集滨海生态旅游和湿地科普宣
教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陵水林
业局有关负责人说。

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规划
分为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科普
宣教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5
个区域，实施分区管理。生态保育区
是其核心区域，以“保护优先”为原
则，突出湿地的保护和恢复、提升物
种多样性以及保护湿地水体水质。
科普宣教区将展示出红树林、湿地景
观、滨海潟湖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湿
地生物多样性等，让人们了解湿地和
保护湿地。

（本报椰林3月21日电）

陵水实施万亩退塘还林工程，打造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红树碧波荡漾 澙湖鱼鸟欢歌

“远处那些低矮的土埂，是破塘
以后留下的痕迹。”3月19日下午，
站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潟湖畔，
顺着黎安镇后岭村党支部书记刘明
贵手指的方向，只见蓝色海水已淹
没了原来近岸的鱼虾塘，青色的水
草十分茂盛。

“目前后岭村已完成了约600亩
的鱼虾塘的退塘。”刘明贵介绍。

后岭村的鱼虾养殖业始于30年
前，原本平缓美丽的黎安潟湖岸被挖
出一个个大坑，村民向村集体承包了
这些地，先是养虾，后是养鱼苗，许多
村民由此富裕起来。“村中富起来的
人，多是养鱼虾。”刘明贵说，“养几
十亩鱼苗，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上百万
元，当然亏的时候也可能亏个十多万

元，不过总体还是赚的多。”
但部分村民富裕的代价却是海

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久而久之，鱼
虾塘泛滥，加上无序的渔排养殖，造
成近海海域污染，红树林湿地生态遭
到破坏。“归根结底，粗放的鱼虾塘养
殖，是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落
后产能，需要产业转型升级。”陵水县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退塘还林还湿势在必行。2018
年，陵水印发了《陵水黎族自治县退
塘还林还湿工作方案》，把任务细化
分解到新村、黎安、三才等乡镇，同时
还成立了“陵水县退塘还林还湿”工
作指挥部。

阻力不小，退塘还林还湿工作中更
显党员先锋作用。退塘后，每亩鱼虾塘

可补贴2万元至3万元，但这与村民原
本长期养殖的收入比相差不小。“村民
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我们就挨家挨户
地做工作。”刘明贵说，最重要的还是
党员干部带头清退自家的鱼虾塘。

“现在我的儿子、儿媳妇都到
外面去务工了。”刘明贵说，他家原
先有40多亩的鱼塘，全家10口人
都在里面工作，接到退塘还林还湿
任务，他带头把自家的鱼塘先清退
掉了。

陵水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介绍，
2018年陵水完成退塘还湿6538亩，
并重新规划种植红树林，恢复生态湿
地，今年开始将根据不同的潮位种植
红树，恢复湿地生态。

退塘还林还湿后，需要发展新的

产业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新村镇
盐尽村同样面临着不小的退塘还林
还湿工作压力，该村党支部书记陈林
雄说：“去年8月，盐尽村成立陵水朝
阳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哈密
瓜产业，退塘后的村民可以加入进来
一起发展哈密瓜产业。”

而在后岭村鱼虾塘的不远处，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正在紧张施工中。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业后，包括后
岭村在内的附近村庄都可享受到溢
出效应，村民可参与到相关的产业链
条中，美丽的海岸环境也将吸引更多
的游客，实现良性循环。”陵水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椰林3月21日电）

清晨，山间云雾散去，沉寂的大
山被海上升起的太阳唤醒。3月21
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驶过陵水黎族
自治县清水湾段，望见西侧红角岭一
片葱茏青翠，生机盎然。

“走，巡山去咯。”眼前这个高高
瘦瘦、肤色黝黑，说起话来有几分腼
腆的年青人便是护林员许国林。跟
随着他的脚步，海南日报记者走入红
角岭的密林中，这样的路，许国林一
个月要走上22回。

许国林所在的陵水光坡镇护林
站原本只有16人，去年纳入5名贫
困村民，目前一共21名护林员守护
着全镇3万多亩的生态公益林。

清明临近，加上最近陵水雨水
较少，让许国林和他的同事们感到

压力不小，除了每日巡查防止盗采
盗伐、帮助进山游客、监测指定区
域内的树种外，他们更主要的是做
好防火工作，及时消除山林火灾隐
患。

“很多时候中午就不下山，带点
面包和水凑合一下当午饭，再找一个
林荫休息一会。”许国林笑道，有几次
检查任务重，他就在山里过夜，“习惯
了也不会觉得害怕。”

正走着，前面匆匆走来了一位
进山的游客，“前面有一条细长的蛇
躲在路上，不知道有没有毒。”他问
许国林。“那是有毒的藤蛇，路过的
时候千万小心。”许国林说道，这条
藤蛇已是他的“老熟人”，它总爱出
来路上晒太阳，山上的蟒蛇他也遇

见过许多次。
许国林说，近年来，无论是政

府还是社会各界，都越来越重视生
态环境，山上的林木一年更比一年
繁密茂盛，各类野生动物也多了起
来。

比起孤独与单调，蛇虫鼠蚁带来
的困扰算不上什么。“哪一株古树生
病了，哪一株珍贵树木生长不好了，
都要记下来。”许国林笑着说，一年中
他最喜欢春节前后，因为那时候红艳
的木棉花会开遍红角岭。

“我上大学时候，每天要绕着操
场跑50圈，但也没想到当初锻炼身
体为现在走山路打下了基础。”临近
中午，阳光炙热灼人，没有林荫遮盖
的山道也被晒得发烫，许国林已是大

汗淋漓，但脚下步伐依旧轻快。
像许国林这样的护林员在陵水

还有 140 人，他们守护着陵水约
13.45万亩生态公益林。2018年，陵
水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管护，层层签
订生态公益林管护合同书，健全管理
制度，有效地制止了盗伐、滥伐等违
规行为。

“其实我没有太多故事可说，故
事都在这树林里。随着人们生态保
护意识提高，盗伐树木、打鸟的行为
几乎没有了。”回到山脚，许国林与海
南日报记者挥手告别，下午他还要去
往更远的山路巡山。他身后，一列动
车从隧道疾驰而过，带动枝叶婆娑，
青山仿若更加妩媚。

（本报椰林3月21日电）

不退塘，会破坏海岸生态环境；退塘后，农民该发展什么产业——

陵水退塘还林还湿的阻与行

陵水护林员许国林：

矢志青山 8年相守

陵水湿地生态
修复成效显现

陵水黎族自治县后
岭村位于黎安潟湖畔，
该村鱼虾养殖业始于30
年前，鱼虾塘泛滥，加上
无序的渔排养殖，造成
近海海域污染，红树林
湿地生态遭到破坏。退
塘还林还湿后，要发展
什么新的产业为村民提
供就业机会？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陈思国

人物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陵水黎族自治县红
角岭的密林，陵水护林员
许国林一个月要巡上22
回。许国林年纪不过30
出头，这工作却已干了8
年。除了每日巡查防止
盗采盗伐、给进山游客提
供帮助、监测指定区域内
的树种外，他更主要的是
做好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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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俯瞰G98环岛高速东线段陵水文
罗互通处，花繁叶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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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9 58 . 22

公
顷

其
中
湿
地
面
积

943 . 20

公
顷

湿
地
率
达

98 . 43 %

2017年12月
获批建设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实施

退塘还林

2016年起

红树林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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