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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求城乡一体建设新型城镇化，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
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陵水按照“四化同步”要求，盘活山水资源，做强清水湾4A
级国家景区的同时，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建成了大里生态旅游区、
坡村红色主题公园、赤岭疍家风情渔村、芬坡村等一批有影响的乡
村旅游点。

陵水林业科学融合，在国森创建中开辟乡村绿化专项，引导
农民用踏实的努力，山上植树造林致富，山下植绿美化庭院，给
外出的亲人和孩子留下憧憬的“乡愁”。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实施
2年来，地处农村的各个乡镇结合当地林业特色，引导农民拓宽
致富路。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鼓励农民利用村旁、水旁、路旁、
宅边和宜林荒地、低质低效果园、抛荒地等非规划林地建设小林
带、小景区、小景点、小果园、小花园，全县涌现了一大批绿色示

范乡村。
2018年，陵水将“绿化宝岛”大行动与创森相结合，各乡镇将

造林任务分解到村组，责任到人头。文罗镇坡村率先组织贫困户
成立专业造林队，既改变了农村生态环境，还把绿色通道建成了

“道路经济”，影响带动不少乡村组建农民专业造林队。统计表明，
全县以村委会、小广场、居民点和屋边、田边、路边、河边、渠边为重
点，全面绿化美化，改善生活环境，建设了一大批生态广场和绿色
通道。

敢为人先，争创一流，陵水善于打破平衡，敢于进行资源整合，
开启了建设“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的新路径；勇于探索，鼓励创造，
陵水正视现实矛盾，解放思想迎难而上，开创了生态拓展新内涵，
正大跨步地迈向生态宜居的灿烂明天。

（撰文/艾前进 艾佳）

陵水围绕“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目标建设生态家园

走好生态路 奔向“绿富美”

从高空俯瞰陵水，你会
看到这样的景象：秀美城区，
文黎景观大道、南门岭大道、
明月路、滨河南路、滨河北路
的“五纵”大道，与安马大道、
中心大道、椰林南道“三横”
通道交织，风情各异的小区
公园镶嵌其间；乡村大地，吊
罗山、大里瀑布、小妹湖、南
湾猴岛、椰田古寨、牛岭、分
界洲岛、九所岭……一座座
森林公园、生态公园犹如一
颗颗绿宝石点缀多姿；珍珠
岸线，土福湾、清水湾、香水
湾绿蓝相融，新村与黎安港
像陵水妩媚的双眸。这一幅
生机盎然的滨海生态美景
图，得益于陵水坚持贯彻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围绕“珍珠海岸，美
丽陵水”战略目标，奋力扛起
生态家园建设的使命担当。

近几年来，陵水县委书
记麦正华、县长李锋，团结班
子成员引领全县人民，在建
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历史
机遇中，坚持生态环境优先，
着力生态保护和建设行动方
案，推进“退塘还湿”“退耕还
林”，确保生态环境只能变
好、不能变差。陵水县林业
局带领全县务林人、林业企
业和林农们，朝着生态家园
更美丽、生态经济更强劲、百
姓生活更富裕的目标，按照
“一带三区多走廊”规划凝聚
力量增绿，高规格推动东南、
中西、东北“三区”绿美行动，
高标准建设沿海防护林带，
高要求打造多廊道路河生态
景观，成功创建了全省第一
个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使
陵水森林生态旅游全域“蝶
变”；发挥林业职能作用，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保护潟湖湿
地，筑起了一道抢救修复滨
海湿地自然保护的根基，在
保护原生红树林的基础上腾
笼换鸟，引进培育珍稀物种，
走出了一条自然保护的精深
建设道路，遵循可持续发展
原则创新驱动，合理开发利
用湿地的绿美护蓝功能，求
取高效发展之果，高标准建
设的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美
景正在崛起；围绕秀美共富
的生态家园，统筹城乡全民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赢得海
南省林业局和国家林草局
的支持，基本实现森林城市
生态服务均等化，城区绿美
宜居宜业，城郊绿美拓展骨
架，村镇绿美留下乡愁，生态
福利全民共享。

陵水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38万人民奋力建设
“珍珠海岸，美丽陵水”。陵水清楚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生态林业必须
紧紧跟上国家和海南省、陵水县的战略构想和建设
步伐。

朝气蓬勃的新时代，宏图待书的新画卷，是追梦

成真的新舞台。2017年春天，新上任的林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谢邦雄率领班子成员深入城乡调研，围绕

“一带三区多走廊”的绿美蓝图，实事求是，高点定
位，探寻最适合美丽陵水的生态林业建设道路，发挥
生态建设主力军作用，盘活林业资源，凝聚力量增
绿，成功地创建了全省第一个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

椰树横成行，芒果竖成列，槟榔添新绿，1000多
棵新植树苗为昔日的污染塘区披上了生态治理的
绿色新衣。植树人群站在这片绿地观城区，绿意浓
浓，底色亮丽，美丽陵水被绿树繁花掩映，呈现出看
得见摸得着的“乡愁”。这“乡愁”的背后，是深化改
革的立说立行，是绿美行动的说到做到。在新一轮

“绿化宝岛”大行动中，陵水结合实际，规划出点、
线、面相结合的“一带（沿海防护林带）三区（东南部
纵深防护林和森林旅游开发区、中西部商品林种植
区、东北部生态保护区）多走廊（道路生态景观廊
道）”建设格局。

麦正华介绍，这绝不仅仅是对城乡空间见缝插
“绿”，而是围绕“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的目标建设绿
色新陵水。

林业部门主动作为，联合住建、园林、规划、交
通、水利等多部门，加强协调合作，边优化设计，边
审查方案，边准备施工，边筹措资金。工作人员取
消休假，不分白天黑夜，分工合作拿出规划方案。
每年都对照“路线图”和“时间表”，全面实施城区节
点及通道、生态村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绿化工

程，重点锁定“镶嵌于自然山体之间、蜿蜒于陵水河
两岸和南海岸线的带状组团城乡”，推进陵水美丽
家园建设。

县镇两级按照“城乡一体、全域布局、上下联动”
要求，以干事创业的认真劲儿广泛组织发动，掀起了
一波波“绿化宝岛”大行动的热潮。历经几年建设，东
南部滨海红树林与森林植被功能提升，形成了纵深防
护林和森林旅游开发区；中西部的商品林种植区生机
盎然，成为精准扶贫的主体；东北部的生态保护区保
持着其原真性，自然秀美，成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主体。

纵观陵水生态林业，东南部的光坡、椰林、黎
安、三才、新村、英州等乡镇，在巩固恢复既有沿海
防护林带的基础上，纵深强化防护林体系，重点建
设了景观型防护林，全面完善了沿海区域的生态防
护效能，提高了综合防护能力。各乡镇着力自身的
区位独特优势，激活森林旅游经营主体，试点示范
多点发力，加速社会资本集聚，补植补造景观树种，
在加强生态防护效能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效益，适度
开展森林旅游。

陵水没有把“绿化宝岛”大行动仅仅放在城镇
市民的眼前，求新求变，高标准建设海防林带，保
证了陵水海岸区域的生态安全。

陵水人把南海视为“祖宗海”，他们在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编织沿海防护林带的同时，也深
深地植下了卫海守疆的信念。陵水人深知，沿海
防护林是抵御台风、海潮等自然灾害的第一道
防线，在防灾、减灾、护岸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

近几年来，陵水坚持生态底线思维，大力开展生
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退果还林”“退塘还
林”，出台了生态保护和建设行动方案，精心守护陵水
最强的生态优势和最大的生态本钱。

在“绿化宝岛”大行动中，县林业局联手沿海各乡
镇，把“增绿量、上档次、创特色、出精品”的要求落实

到海岸生态屏障建设上，对绿化布局、品种选择、苗木
规格、色彩搭配、工程实施等环节严格把关，要求在重
要区域栽植大苗与乡土树种，确保海防生态和绿化美
化效果，增强海防林防护效能，保障沿海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同植一片绿色，共享一片蓝天。陵水结合海岸线
开发整治，采取义务植树、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等方式
补植补造，对海防林带进行断带合拢、窄带加宽、疏
带加密，修复海岸生态。近两年来，全县每年春秋两
季，都组织几次有规模的海防林义务植树活动，补植
补造椰子、木麻黄、黄槿等各类生态景观树，进一步
巩固了海防林的建设成效。截至2019年1月，全县
林地面积保持在104.26万亩，森林保有量在101.925
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61.4%，森林生态的海防
效益明显。

美化城乡不是简单的“化个妆”，而是让城乡更
发展、更宜居，表面的绿化美化并不是生态化。陵
水遵循生态林业科学规律，围绕东环铁路、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县道及主要景观大道的沿线两侧绿
化，高要求打造景观廊道，使区域发展融合一体，形
成层次清晰、各显优势、融合互动、高质量发展的新
格局。

近几年来，突出抓好适生优质珍贵树种、彩叶树
种的新造和补植补造，着力提升绿色景观水平，每年
持之以恒地围绕县城廊道提质城区绿化，在大街小巷
种植精品树木提升绿色“颜值”；着力全县高铁和公路
通道两侧绿化提质，做到可视范围内全覆盖，延伸“绿
色纽带”；瞄准重点河湖水域装扮“最美岸线”，建造多
树种、多层次、多色彩生态景观森林体系。

生态景观廊道建设，使陵水全县的绿色森林网络
实现组团连接，提升了全县林业生态体系的整体功
能。景观廊道的全域绿化建设，提升了陵水的美丽乡
村颜值，什坡村、走所村等7个乡村获评海南省五星级

美丽乡村，小妹村荣获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坡村
赢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

村村有亮点，镇镇有特色。县委、县政府顺应
绿化建设大势，从“村村通”工程建设着手，结合建
设美丽乡村，科学规划，合理配置，从通道绿化延伸
到村边种植，打造成以公路绿化为线，村庄绿化为
点，荒坡荒地种植为面的点、线、面一体的生态修复
格局。采取政府送苗下乡，财政专项资金、碳汇募
捐资金、企业自投资金和群众投劳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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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投资2亿多元，打造出
了联丰村、廖次村、田仔村、妙景村、大园村、军昌
村、龙马村、五一村、远景村、光国村等10个省级美
丽乡村，并形成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制度规范。
近两年来，修复和绿化各级通道210多公里，绿化村
庄25个，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绿化网络全覆盖，村
庄绿化率95%以上，为全域森林生态旅游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

陵水是曾经的国贫县，2012年才脱贫摘帽。上世
纪90年代，部分沿海区域海水养殖活跃，不少养殖户
在红树林生长的滩涂地带挖塘养鱼，毁林挖塘行为致
使当地红树林几近毁灭。养殖者直接排污，又进一步
侵害了红树林的生长环境，成片死亡，面积不断缩小，
海水水质逐步恶化。

为了保护和守住这一“珍珠海岸”，陵水从2016
年启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退塘还林护蓝，退塘还湿

绿美。截至2019年1月，新村潟湖退出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内项目用地4100多亩，完成近岸海域海水养
殖退塘 6538 亩，使这片海域消失的濒危的红树种
——红榄李重现生机，成为全国18个海湾整治项目
中实施进展最好、成效最明显的7个项目之一。这片
失而复得的新湿地，2017年12月获批建立958.22公
顷的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使生态建设完美地
实现了一次新跨越。

创建全省首个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

高规格推动绿美行动

高标准建设海防林带

高要求打造景观廊道

高标准建设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红树是一种稀有的木本胎生植物，生长于陆地
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上，红树林是陆地向海洋过
渡的特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当今海岸湿地生态
系统唯一的木本胎生植物体系，红树林起到了海
岸森林的脊梁作用。由于红树林区内潮沟发达，
能吸引大量鱼、虾、蟹、贝等生物来此觅食栖息，繁
衍后代。

2014年 4月，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调查分析，
陵水红树林中的濒危稀有品种红榄李仅存5株，有
些品种已出现生长退化趋势，尤其是新村港长生村
段的白骨壤生长退化更为明显，分布面积和成活数
量仅为上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陵水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退塘还湿建设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林
业部门瞄准生态文明建设，化热情为动力，变激情
为行动，沉下心来，科学论证、部门合作、精心规划、
适度超前，打造美丽湿地保护区。陵水联合国家林

草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组织专家实地调研，确保地
区发展诉求与生态保护红线不“撞车”，编制陵水新
村港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20年达到湿
地生态系统健康，生态功能全面恢复，生态休闲效
应显现的目的。

为尽早筑建林业生态修复的湿地保护之基，陵水
人与时间赛跑，挥汗疾驰，全力冲刺，县委、县政府多
次组织相关部门及乡镇研究协调解决退塘还湿的实
际困难。湿地建设所在乡镇主动担当，相关部门互相
配合，建设的效果又好又快。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施，为项目精细实施提
供了可靠保障。如今，站立潟湖举目四望，成片
的滩涂红树林在海风中轻快地摇曳，分明感到陵
水林业的重心成功地从荒山绿化向湿地修复转
移，“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的承诺渐成
现实。

壮士断腕筑生态修复之基

国家湿地公园不能一划了之，红树林保护不能只保不护。陵
水强化自然保护的建设和管理，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保护方案和
考核评价制度，落实保护和管理职责，走出了一条腾笼换鸟的精深
建设之路。

我们在新村港潟湖看到，这里面向南海，呈现半封闭的沙
坝－潮汐汊道－潟湖海岸体系，港区水域宽阔，周围群山环抱，
是海南岛不可多得的天然避风良港。这里的湿地生境类型多
样，由红树林、滩涂、水面构成，放眼望去，湖光山色景观独特。
在澙湖南部岸线上，自西向东分布着石头岭、南湾岭、平头山、六
量山、陵水角等花岗岩低山和丘陵，东北部为高岭低丘，景观独
特。经过几年的红树林种植与保护，成片的红海榄、木榄、白骨
壤、秋茄、海莲、海漆、木果楝等红树乔灌已经成林，宛如一片绿

海，给秀美海岸增添了新景观。
陵水在这个加紧建设的国家湿地公园内，深挖当地民风淳朴的

疍家文化、渔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黎苗风情等人文资源的生态
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生态文化为魂，强化科研与科普宣教，突出
热带海岸生态系统的典型性、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区域类型的
湿地生物多样性，为海岸潟湖系统保护恢复提供示范与展示。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随着红树林湿地公园建设保护
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难度越来越大。陵水摸着石头过河，大
胆试、大胆闯，不断攀越建设新境界，提高保护新高度。新村镇
依新村潟湖重点建设的2000多亩红树林，已经起到了湖滨带植
被的恢复作用，不断改善着湿地内的水体水质，便于珊瑚一点点
地重新活起来。

攻坚抢救“护蓝”，高标准建设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足以
证明当代陵水人对红树林的敬重。现已成型的公园海域，人工
种养的红树林将海岸变得郁郁葱葱，大海与陆地和谐共处，不
再是过去的“生死搏斗”，张扬出陵水生态建设保护的“红树林
精神”。

强化创新驱动，赢得活力无限。湿地公园围绕建设岛内国际
一流热带滨海休闲度假胜地目标，经过前两年建设，因地制宜规
划种植红树林，保护了原始生态岸线，保住了滩涂水鸟栖息地、原
生红树林和珍稀红树物种栖息地。相继展开了植被、水文水质、
鸟类、鱼类、底栖动物、有害生物监测科研研究课题，向社会开放
科普宣传教育，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按
照这样的力度再建三五年，公园生态恢复将进一步完善，成为自

然生态景观完好、功能较为完备、吸引力与辐射力强、知名度高的
国家湿地公园。

水波清浅，展现优美澙湖风光；烟波浩渺，保护珍贵热带海
岸。眼下，陵水林业正在按照规划蓝图，全力建设公园生态保育
区、恢复重建区、科普宣教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可以展
望，建成之后的生态保育核心区域“自然”“生态”，自然的滨海原生
态风光无限；对恢复重建区深化退塘还林，不断修复筑牢红树林生
态屏障；向中外游客开放科普宣教区，展示红树林和滨海澙湖湿地
生态恢复建设成果；用好用活合理利用区，建设生态旅游设施，开
放湿地科普宣教、湿地休闲娱乐、湿地体验等不同类型的体验式旅
游服务；发挥管理服务效能，对公园范围内的湿地及动植物资源进
行全面保护和科研监测。

陵水在建设“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生态家园的进程中，关注民
生、关心民生，一手抓改革创新，用生态林业建设应对生态环境治
理；一手抓特色提升，打造宜居宜旅宜业之城，着力提升城乡居民
的民生幸福。

2017年春天，陵水在成功摘取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获批建设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2块国家级生态林业品牌后，团结一心向“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发起冲锋，争取再为陵水人民赢取海南省第一块国家森林城
市奖牌。2017年8月陵水成立国森创建领导小组，编制争创规划，带

领全民创建，向海南省和国家林业部门申报创建工作。2017年12月6
日，国家林草局做出批复，要求陵水“搞好城市内绿化，使城市适宜绿化
的地方都绿起来；搞好城市周边绿化，充分利用不适宜耕作的土地开展
造林绿化；搞好城市群绿化，扩大城市之间的生态空间。

近两年来，陵水着力推进城区、市郊、村镇造林绿化工程，在主
城区和城郊重点区域实施景观节点及通道绿化美化，在乡村集中
精力抓好森林乡镇和绿色示范乡村建设，打响了一场接一场的绿
美工程建设大会战。

腾笼换鸟走精深建设之路

统筹城乡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盘活山水资源，体现陵水韵味，以城带乡，宜居宜业。陵水紧
紧围绕“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的目标，用“绿化宝岛”大行动在主城
区扩绿提质。近两年来，通过创新“大员上阵、大苗上阵、大家上
阵”高效建设模式，坚持“日报告、周通报、月小结”综合督办机制，
推行“一张任务表、一把检查尺、一份责任书”质量把关制度，建成
了椰林大道、火车站片区、陵水河岸线、海韵广场等一大批精品绿
化美化工程。

陵水人熟知的建设路-桃源大道-223国道-站前路，是一条
由市区通过城郊，连接高铁站的主通道。结合森林城市创建，集中
全县力量，动员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统一部署，对道路两侧的绿
化景观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如今，走在这条道路上，步移景异，一
步一景，有一种“山川行舟”的感觉。绿化美化主题明晰，各大节点
景观串联，构成点线面的景观格局，凸显出道路景观的厚实、连续
和大气。县城内美丽的陵水河穿城而过，陵水提升两岸和广场、建
筑区域的绿化美化质量，花带设计、大苗栽植，分隔不同的户外空
间，给人一种视觉震撼，成为周边市民休闲赏玩处，每天都有许多
市民游客河边垂钓、河岸健身和广场漫步。

地处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核心地段的中央民大附中海南陵
水分校，是2012年从北京引进的第一所优质学校。近两年来，陵
水林业局加大校园绿化提升，根据学校教育功能和校舍布局名称
进行绿化、美化、彩化。学校将师生餐厅命名为木棉餐厅，县林业
局指导校园绿化建设时，特别为学校捐赠两株高大的木棉树，希望
学校在花园式的现代校园里木棉花开，承载起教育为民的新使
命。2018年12月学校创立5周年，国家民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和福建省的领导参观校园，称学校不仅教学管理有特色，而且是一
所绿色生态的样板校。

陵水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根本
出发点，围绕生活旅游“一城”和黎安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发展

“一核”，相继新建或改建出多功能体育馆、廉政公园、文化广场等
一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绿色生态公园，90%
以上市民出门500米有休闲绿地，使全县城乡达到了“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公园维护高效低耗、宜居环境优美宜人”的目标。建绿地、
扩广场、修公园，种大苗、栽好树、保成活，森林进城、森林环城的格
局基本形成，使陵水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滨河城市。

城区绿美宜居宜业

陵水的决策者加快建设“珍珠海岸，美丽陵水”的国家森林城
市，并非沿主城周边“摊大饼”，重蹈传统城市发展覆辙。他们科学
界定城区定位，明确功能布局，进而通过总体规划、生态规划、综合
交通规划，把城区发展的骨架确定下来。

强化生态保护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
和区域一体化，他们围绕这一符合陵水实际的新型城市化发
展目标，引导主城区和各乡镇大力度投入城郊绿化美化，较好
地策应了现代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配合了城市骨架的拓展
和延伸。

结合国家森林城市建设，陵水重点对影响城郊发展的环、边、
线、点进行绿化提升。环，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建
设城区周边环城森林屏障；边，是以河水流域水土保持为主要目
的，建设以陵水河为重点的河岸生态防护屏障；线，是以改善旅游
景观为主要目的，塑造沿线干道交通生态景观林带；点，则是以美
化城市、净化空气、完善旅游休闲设施为主要目的，加强城郊森林
及森林公园生态示范点建设。

三才镇注重做好县镇结合部的绿化美化文章，把森林工程
建设重点放在打造连接县城中心生态走廊，建设镇村森林生态
工程，在城区和镇内旅游景点和各街村周围建设绿色森林屏

障，城市道路两旁栽种各具特色的景观树，在重点公路两侧建
设宽林带，一个个城郊森林公园与绿地妆点了三才镇的锦绣大
美。

椰林镇把城郊绿化美化工程当成生态经济工程，形成了全
区增绿、城市增彩、农民增收、市民增寿、林业增效的林业工程
建设体系。城郊绿化使椰林镇蝶变出美丽容貌和生态内涵，给
镇村带来了一系列大变化：绿了山，改善了生态环境；增了地，
增加了生态效益；添了景，推动了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富了民，
促进了林农增收致富；创了品牌，扩大了林果产品的知名度；活
了行业，增强了林业发展实力；宽了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
效就业。

城郊绿化，提质增效。各乡镇在完善绿化美化功能、提升森林
生态品质上“比着干、创新干”，使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吸引力和承
载力显著增强，呈现出“你追我赶、整体发力”的良好局面。2018
年新春，全县联动，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谋划、大力度推
进，启动了一大批重点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道路延伸到哪里，绿化
美化就到哪里，绿地就建到哪里。随着站前路、三才大道、陵文路、
环城高速等一条条城乡生态走廊的形成，城市的骨架不断伸展，城
市生态面貌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城郊绿美拓展骨架

村镇绿美留下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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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求高效发展之果8

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工作人员在“海底牧场”的珊瑚保育区进行珊瑚生长情况巡检。 水木 摄

陵水椰子岛风光。 写煌 摄

俯瞰G98环岛高速东线段陵水文罗互通处，绿树成荫，花繁叶茂。 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