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树节对于民革永康市基层委员会的党
员们来说，有着另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11日
上午，50 多位民革党员齐聚金胜山公园，以义
务植树的方式纪念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93周年。

“此次义务植树活动既为缅怀孙中山先
生，也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助力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民革永康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吕文
广说，“在市农林局的指导和帮助下，此次民革
党员们将种下60株海棠。我们不仅要种好树，
还要养好绿，打造一条‘民革景观道’。”

一起参与植树的市农林局局长朱志豪表
示，民革永康市基层委员会选在城区“绿肺”金
胜山公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不仅种下了一棵

棵树木，更播撒了一片爱心，体现了一种精
神。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都能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并
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我市国家森林城
市的创建，助力永康新腾飞。

植树现场，民革党员们三五成群，挥锹铲
土，扶苗填坑，踏土夯苗。其中，一位满头银发
的老爷爷很是显眼。仔细一问，才知老爷爷名
叫程庐屏，现年82岁，他既是一名退休教师，也
是民革永康市基层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他说：

“孙中山先生一生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生态状态的
改善，今天我和老伴一起来种树，履行公民应
尽的植树义务。”

另一边，实验学校四年级学生陈雨筠挖
坑、扶苗、培土，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开心地
说：“今天我陪爸爸来参加活动，这是我第一次
种树，以后我们有空就要回来看看这片树林。”
陈雨筠爸爸说：“借此机会让孩子亲近自然、爱
护自然，从小培养绿色环保的理念。如今我市
正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每个公民也有义务
绿 化美化我们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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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上午，龙山镇龙山大道两侧
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据了
解，1 日，该镇已组织全镇机关干部、各
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镇属单
位负责人、企业代表等 180 多人，在龙
山大道两侧种下了 4500 株浙江楠和
花榈木。

龙山镇人大主席胡雄斌
说：“近日兰花协会赞助了 100
株樱花树苗，市农林局领导也
到场指导，所以我们又组织了
义务植树活动。”“如何将协会
的基金用到关键的地方？植树
造林无疑就是最好的用途。”兰
花协会会长施槐明笑着说。

“今年，龙山镇计划植树 15000 株，对东永
一线龙山大道景观大道进行绿化提升，对陈亮
故里风景线沿线11个村进行精品绿化，结合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进行绿化提升，对公益林进
行改造抚育。”胡雄斌介绍。

不一会儿，100株樱花就种好了。临走时，
市农林局领导不忘叮嘱：“三分种七分管，一定
要注重科学管护。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不仅需
要‘植绿大军’，更需要‘护绿大军’。”

“在植树的同时，龙山镇多管齐下，把管护
工作做好、做细、做实。”胡雄斌介绍，除委托第
三方进行管护外，龙山镇一方面发动各村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对各村绿地进行分片管理，一
方面发动群众结合“美丽庭院”建设做好房前
屋后的绿化及管护工作。

我市已有33批次3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助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春风送暖催新绿 植树造林正当时
春风送暖催新绿，植树造林正当时。2月6日，市绿化与湿地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的通知》，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义务植树活动，掀起绿化美化永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新高潮。今年的义务植树活动与农
村结对帮扶内容相结合，鼓励市民到农村去植树造林，既拓展植树空间又强化城乡联系；活动还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四边三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努力宣传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活动更与“美丽乡
村”“最美绿化庭院”等创建工作相结合，全民参与见缝插绿，人人负责房前屋后的绿化与管护。

连日来，全市各机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中小学校及广大群众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到义务植树活动中
（见图），用实际行动为“森林永康”增添一片新绿。

□记者 李梦楚 潘燕佳 陈慧 通讯员 严玲玲

义务植树助力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

“现在双块山休闲公园放眼望去绿油油
的，每次经过都能见到成片的绿树随风摇曳。”
大面积植树才过去一周，芝英镇后杜村村民钱
妙钦已经感受到了绿树带来的“生态美”。

今年植树节，为了把握植物生长节点和春
季好天气，芝英镇把植树时间前移到 3 月 5 日，
并把集中种植点选在了正准备创建美丽乡村
精品村的后杜村，把植树场所选在该村去年刚
建的双块山休闲公园内。

“后杜村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积极性非常
高，镇里就顺势在该村开展义务植树。”芝英镇
林技员黄敏捷说。5 日，该镇 70 多名机关干部
加上后杜村 20 多名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联防
队员、妇联成员，来到双块山休闲公园，在空旷
的土地上种上树苗，在砌好的绿化带内种植大
树，在大树底下补植小树。

短短一上午，参与者共在 6000 多平方米
的公园内栽种了 1500 多株绿植，包括茶花、银
杏、樱花、红豆树等容易成活且能美化环境的
绿植。由于前期后杜村在公园内等距安装了

15 个接水口，这些绿植能够得到
有效灌溉，成活后能够极大丰富
该村植被内容。

“双块山休闲公园之所以建
于此，是想把这片区域和前面的
毛竹林连接到一块。”后杜村党支
部书记黄佐仁告诉记者，义务植
树后植被刚好连接了双块山休闲
公园和毛竹林，延长了村内游步
道的长度。村民茶余饭后可在村
里走走逛逛，感受盎然春意。

由于后杜村双块山休闲公园
紧挨着芝英镇游溪塘村与练结
村，后杜村村民在公园里时常能
遇到从游溪塘逛到该村的村民。
后杜村村委会主任应维连坦言，

“花香引蝶”让村民十分开心，未
来村两委将和村民一起保护好这
片绿植，让它们在后杜村尽显“生
态美”，展现后杜村魅力。

枫林村种植3000棵枫树打造特色枫林

义务植树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3周年

9 日，前仓镇联合市农林局、石柱镇派出所
在枫林村“村中山”开展义务植树活动，300 多
名镇机关干部、村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民警及
志愿者参加。3000棵枫树的栽种，为枫林村创
建 A 级景区及美丽乡村精品村、打造以枫林为
特色的美丽乡村打好了基础。

“这‘村中山’同一座山的土质都不一样，
我们很担心树苗存活率，但我们已经安排了专
业人员对这片枫树林进行管理，希望‘村中山’
不再是荒山。”枫林村党支部书记任武介绍。

在植树现场，市农林局副局长徐龙飞一直
积极指导种植工作：“坑可以挖深些，种之前大
家最好把外面那层尼龙布撕掉，这样存活率比
较高。”徐龙飞介绍，2016年省林业厅提倡种植
彩色珍贵树种，我市计划 5 年内种植 100 万棵
彩色树种，截止今年 4 月已种植了 75 万棵。“三

分种七分管”，为做好树苗管护工
作，市农林局印制了小册子分发
给各镇。

当记者问及种树感受时，枫
林村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
他们的真实想法。“种树是造福后
代的事，你看那些大树，也是前人
栽下的，你明年再回来看看，这里
肯定变样了。”“你看，才这么会儿，我已经种了
四五棵树了，种树对环境肯定是好的，近些年绿
色多了，环境明显比以前好了。”“我们村的绿化
其实不算少，但是多种树肯定是一件好事。”

前仓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镇将把
植树造林工作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
结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用实际行动为全镇生态建设添绿添彩。

干部带头镇村联动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挖坑、运苗、培土、浇水⋯⋯12 日上午，石柱镇北大迪溪两岸一片繁忙景象。
当日，该镇机关干部、各村三委等近200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栽植浙江楠、浙江
樟100株。

植树现场，一群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小分队”很是显眼，他们是来
自石柱镇团委的志愿服务者。该镇团委书记钱奇蕴表示，对此次活动，

“志愿小分队”积极响应，义务植树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出一份力。
“镇村干部从镇政府出发，步行到北大迪溪两岸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镇村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少
开车多种树。”石柱镇党委书记胡浩说，北大迪溪河流
治理问题一直是该镇的难点工作之一，借此次义务植
树活动，希望能提高北大迪溪附近居民的环保意识，带
动集镇居民积极参与绿化活动。

近两年，石柱镇绿化工作激情如火如荼。
去年，石柱镇对 330 国道辖区段两侧通道进行
绿化提升，全面完成李溪、南溪生态廊道建设
工程。该镇姚塘、上杨、塘花 3 个村的休闲绿
地、景观林通过验收；后项、磨山 2 个村的游步
道通过验收；天表村被评为省级森林村庄。

早在春节前，该镇提前谋划，向瑶山、华
山、磨山等 11 个村发放了珍贵树种树苗共计
5200 株。截止目前，已有 5 个村完成了珍贵树
种树苗绿化工作。下一步，该镇将根据各村实
际情况落实植树造林工作，镇村联动打造生态
宜居环境，助力“创国森”。

每年坚持义务植树后期注重科学管护

12 日正值植树节，西城街
道郎下村组织党员干部、村民
代表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种植
榧树、黄山栾、山樱花等树苗
2300余株。

“一年四季都有风景，是我
们郎下村的美好愿景。此次种
植的 2000 多株树苗都是彩色

珍贵树种，待长成之时，便是一片彩色林。”郎
下村“第一书记”徐生健告诉记者，该村积极与
市农林局联系，对种植地块进行了科学规划。

“黄金泥比较利于种植树木。”“以前这块
空地类似于水塘，如今填上黄金泥，再种上绿
植，感觉就不一样了。”“土要压实了。”⋯⋯植

树现场，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情高涨。
“郎下村最有名的就是那棵‘迎客樟’。近

两年，村里绿化面积不断增加，看到这么多绿
色，心情也好了。”村民陈桂云边种树边对记者
说，“多种树肯定是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各村都在种树，我们也不能落后。”当记
者问近些年都种了多少树时，村民纷纷笑说，
那可数不清了。

郎下村村委会主任陈义介绍：“2017年，郎
下村成功创建美丽乡村秀美村和省 A 级旅游
景区，这让我们对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更有信
心了。接下来，我们要将村中闲置空地都利用
起来，让整个村都体现生态美，让郎下村成为
名副其实的城市后花园。”

郎下村种下一片彩色林打造城市后花园

创建森林城市 绿染五金之都

■记者手记

又是一年植树节，又是一年植树忙。植树
节前后，丽州大地沉浸在植绿、爱绿、护绿的浓
浓温情中。

多年来，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市四
套班子领导都会以义务植树的形式与全市人
民互贺新春，以此拉开新一年绿化序幕，号召
全市人民共同参与生态建设，积极投身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用绿色生态描绘发展底色，为打
造“优雅城市·大美乡村”共同努力。

记者从市农林局了解到，去年我市完成平
原绿化面积 3663.75 亩，种植珍贵树 27.8 万株，
建设彩色珍贵健康林6053亩。截至目前，我市
森林覆盖率达 56.5%，已创建省级森林村庄 25
个、金华市级森林村庄305个、永康市级森林村
庄464个。

今年，我市计划参与义务植树活动人数达
26.2 万人次，完成平原绿化新建面积 1350 亩，
平原绿化提升面积 1100 亩，总投资达 12000 万
元。当前，全市各地正掀起新一轮植树造林热

潮，据粗略统计，截至3月12日，全市已有33批
次3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近期“轰炸式”的创森行动，激发了全民参
与义务植树的热情，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添绿护
绿，助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市农林局局长朱
志豪呼吁，积极响应国家“全民义务植树”号
召，一起行动起来，以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
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
服务或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履行植树义务，
为建设“两美”永康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