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每年植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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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长沙市的

绿色由淡而浓。

白沙井公园、湘江大道的园林广场，种植

樟树 、桂花 、女贞 、五角枫 、柳树……绿树丛

中，天剑社区的腰鼓队把腰鼓敲得咚咚响。 社

区主任张国庆说：“城在绿林中，乐在花园里，

打起腰鼓才带劲。 ”

随着森林进城， 在全省各地的公园 、广

场，在绿阴的深处，到处可见市民在打拳、下

棋、娱乐。

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说：“过去栽树，重

点是农村。 现在栽树，则要城乡统筹，因为城

市的空气质量不如农村好。 让森林走入城市，

让市民亲近绿色， 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林业

发展的成果。 ”

森林进城怎么看？

不仅营造景观，而且是建设

有生命的基础设施

让森林走入城市，铺绿、播绿，提升生活

品质。 今年来，各地悄然之间展开了竞争。

郴州提出建设“森林郴州”，益阳争创“森

林城市”，怀化展开“拓城增绿”行动。 长沙在

拿到“国家森林城市”的金字招牌后，又开始

了城区绿化提质增效工程建设。

这几个城市的播绿工程，由市财政拿钱，

少则几千万元，多则过亿元，购进树苗，划分

地块，由部门包干负责，发动全民义务植树，

为森林进城“开路”。

以往，城市建设攀比的是交通、水电、通

讯，如今却在森林进城方面竞争，档次明显提

高。 近

3

届的全国城市森林论坛都提出，树是

城市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 城市里的树多，

就能净化空气，防风固沙，减轻“热岛”效应，

使钢筋水泥建筑的线条变得柔和， 带动地产

升值。

正是把树看成了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各

地才不惜成本， 让森林进城， 让新绿铺满街

道、社区、庭院，多多益善。

据省林科院专家计算：一棵中等大小（胸

径

25

厘米左右）的树木，按生长

50

年计算，能

够为市民提供的氧气价值为

19

万元； 吸收二

氧化碳，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达

42

万元。

益阳市城区的百竹园， 新栽下全省第一

片

15

亩的“碳汇林”。 在一般人眼里，栽的还是

香樟、桂花、玉兰，与其他树没什么两样。 园区

管理人员说，之所以叫“碳汇林”，是为了突出

空气净化的功能。 据估算，这片树林一年可吸

收

2.8

吨二氧化碳。

一片片、一行行的树，让城市焕发生机。

树多宜人居，树多人长寿。 满眼绿树，氧气充

沛，人的生活质量就大大改善。

“郴州古称林邑之城，苏仙岭号称‘天下

第十八福地’。 无论是旅游休闲，还是修身养

性，这里的环境都需要具有雅、静、美的特质。

彰显这些特质，离不开绿树。 ”郴州市林业局局

长邵昌葵说。

2008

年初的特大冰灾，郴州市城区的活立

木折损四成以上。 近

3

年，市里启动“十万亩城

市森林” 建设工程， 市财政每年投入

1

亿元左

右，确保

50

万株树苗栽在城里，城内的

9

个山岭

全面规划，打造城市森林公园。

过去是荒山的南塔岭 、东坡岭 ，如今绿树

覆盖，一山一景，成为市民的乐园。 再过

3

年，

9

个山岭的森林公园全部建成，郴州市城区的大

多数居民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森林公园，呼吸新

鲜空气。 邵昌葵说：“这样好的生态基础设施，

大都市的居民也会羡慕不已，投资者自然也会

纷至沓来。 ”

森林进城怎么干？

不是“大树进城”，而是选择本

土的大苗进城

树的长势，受立地条件、气候环境所制约。

让绿树在城中扎根，并且焕发勃勃生机，选择

合适的树种至关重要。

在树种的选择上，各地提倡苗圃里的大苗

进城，而非“大树进城”。 近

3

年，长沙市城区播

绿、铺绿、补绿，主栽胸径

5

厘米以上的大苗，这

些大苗全部来自苗圃。

长沙市绿委办专职副主任李国辉说，不采

山上的野生大苗，主要是为了避免“拆东墙，补

西墙”，破坏郊野的原生态。 这也是吸取了“大

树进城”的教训。

为了塑造“一夜森林”，许多地方曾经不惜

破坏郊野的原生态，采挖大树，先锯掉树头，再

用草绳缠裹树身，挪移到城里。 这种光头树多

数被“挪死”。 即使活下来，没有枝和叶，释放的

氧气也很少，功能几乎全废。

益阳市今年明确， 财政拿的钱购树苗，必

须是大苗进城， 并且是本土树种， 而非引进

“洋”树。 城区的益阳大道、十洲路等公路两旁，

新栽的香樟，桂花、桃花、紫薇、杜鹃等

20

多个

品种，清一色都是本土树种。

“经过了千万年的自然基因淘汰，本土树

种成活率高。 从自然法则来讲，本土树种是最

适合进城的树。 ”益阳市林业局总工程师杨立

华说。 过去，益阳城区在康富南路等街道，试栽

蒲葵、加拿利海枣等热带景观树种，几千元上

万元一株引进的外来树种，水土不服，难以成

活，最后还是被樟树所取代。

树，栽在城里，栽法就不同。 以前在野外栽

树，“一窝蜂”发动，“一窝蜂”上山，很难造出几

片清秀的林子。 在城里栽树， 一般采取造林招

标，由专业队伍施工。 长沙、益阳等城市，划给市

民的义务植树点，也配有专门的技术员指导。

苏仙岭脚下，新栽了一片银杏。 “这片林子

要保证

95%

以上的成活率， 否则施工队拿不到

钱。 ”公园管理人员邓文介绍，在城里栽树可是

技术活，从挖洞的深浅、栽树的方向性、填土的

松紧，都很有讲究。

铺面临街的怀化市老城 ，今年开展 “拓城

增绿”行动。 市里要求专业施工队不仅要包成

活，还要考虑今后树冠的大小，并结合造景的

需要，树种搭配、层次，都要衬托街区的特色，

增添城市魅力。

大苗进城，本土树种进城，构建多树种、多

功能、多层次、多色彩的现代城市森林。 郴州市

城区的郴资桂大道、 益阳市城区的益阳大道，

樟树、广玉兰、枫树等高大的乔木亭亭如盖，中

间还栽有桂花、石楠、杜英等小乔木，下面搭配

金叶女贞、红檵木、紫薇、红花夹竹桃等灌木，

打造出林荫大道的样板。

森林进城怎么管？

不能只造不管，人人都要呵护

好门前一片绿

在城里， 人来车往， 加上工厂的车间，噪

音、灰尘、污染远高于郊野；路灯、霓虹灯，源源

不断释放热能……对绿树而言，城市远非舒适

之所。

对市民来说，让森林走入城市，可带来散

热、降噪、吸尘、增加负氧离子等好处。 在我省

的城市里，人们在享受这些好处的同时，是否

把绿树当成“亲密的朋友”来爱护？

长沙市芙蓉广场往南，沿芙蓉路东侧的数

十棵樟树，从树蔸到树干，全部被金色的化纤

物包裹，这是欢度春节的“杰作”，至今仍然没

有取下。 春天的雨水顺着树干流，包裹的绿树，

表皮开始腐烂。

长沙市芙蓉路上的几家豪华大酒店，门前

树上遍绕灯饰，夜夜“火树银花”。 受光热的污

染和刺激，这些桂花、樟树的树叶明显偏暗，未

老先衰。 蔡锷路的一些临街铺面，为经营方便

对绿树“断臂”。 至于树上吊标语、广告，停车撞

歪树、刮伤树皮，几乎比比皆是。

“街道树的平均寿命，不到

10

年。 ”省林业

厅宣传办主任周彰军称， 由于生长空间有限，

土地肥度不够，加上容易受到过往车辆伤害等

原因，街道树更需要每一个人的关爱和呵护。

从全省来看，每年植树节前后，全民参与

义务植树，各个城市栽树的棵数不少，但成林

却不多，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日常养护。 在一

些植树点，不少市民叹息“年年造林不见绿”。

为加强对城区绿树的管护，益阳市今年规

定，对单位庭院、社区的绿树，由单位、社区进

行管理和监护，做到旱时多浇水，平常清除树

蔸的杂草。 郴州市苏仙区开展“我为城市添绿，

认养绿树有我”的活动，市民在苏仙岭等市内

公园认养桂花、 香樟、 樱花等多个树种

1

万多

株。 长沙市天心区的黄兴小学开展“让孩子和

树一起成长”活动，保护白沙古井水源林，让爱

绿护林意识深入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当前，各地对城市绿树的认养，大多数都

在公园，只是“挂名”。 绿树的养护，包括病虫害

防治、修剪等，都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也并非

人人能做好。 怀化市的社区绿化颇见成效，他

们的经验是社区、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管好门

前一片绿。

“只有门前的树，天天看得见，才能管得好；

只有每个市民都来关心，绿树才能防盗、防病、

防伤害。 ”怀化市林业局党组书记王松云说，如

果每个社区培训一批懂技术的能手，政府适当

给予补助， 为市民认养绿树提供技术援助，真

正实现“人人认养门前一棵树”，城市森林将会

更加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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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长沙市劳动路树木参天， 郁郁葱葱， 堪称林荫大道的样板。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张尚武 摄

郴州市曾引进的热带树种海枣，

明显 “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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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森林

走入

城市

———“关注森林 拥抱绿色”系列报道①

长沙市芙蓉中路浏城桥路段的樟树被

戴上了 “金箍咒”。

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王敏

编者的话： 今年我省植树节的主题为 “让森林走入城市， 让城市拥抱

森林”。 一年一度， 春风又绿； 莫负春光， 赶快栽树。

虽然我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前列， 但从城乡对比来看， 城市森林相对

薄弱。 省委、 省政府提出建设 “绿色湖南”， 让城乡居民都能呼吸到新鲜

的空气， 喝上洁净的水， 拥有良好的人居环境。 这就要求全省在国土绿化

的进程中， 把城市林业的发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围绕植树节的主题， 为推动城市森林意识的传播与实践， 本报派出记

者深入长沙、 郴州、 益阳、 怀化等城市调查采访， 今起推出 “关注森林

拥抱绿色” 系列报道， 敬请关注。

（紧接

1

版） 推进 “两型” 社会建设

的力度前所未有； 全省生态环境更

加友好； 区域、 城乡协调发展， 改

革开放纵深推进， 党的建设力度加

大， 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加快。

“十一五” 的成就可圈可点 、

令人瞩目。 对湖南来说， 取得这些

成就背后的经验主要有五条： 一是

“方向准”， 始终抓住发展这个第一

要务、 加快富民强省不动摇； 二是

“目光远”， 坚持把当前和长远， 保

增长与调结构、 增效益、 保民生结

合起来； 三是 “路子对”， 大胆探

索走 “一化三基 ” 的科学发展之

路； 四是 “动力强”， 不断解放思

想 、 改革创新 ； 五是 “氛围好 ”，

全省人民同心同德， 形成了和衷共

济、 开拓进取的强大合力。

实事求是地说， 我省还存在着

一些困难和问题 ， 转方式的压力

大， 保民生的任务重。 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人民群众的期望更高， 刚

刚通过的我省 “十二五” 规划， 描

绘了新的宏伟蓝图。 其中， 五大亮

点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亮点一， “六个达到” 确立强

省新目标 。 坚定不移加快发展步

伐， 以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

键， 是我省在 “十二五” 时期始终

坚持的方向 。 《规划 》 提出 ， 到

2015

年， 全省

GDP

达到

2.5

万亿元 ，

财政总收入达到

3000

亿元以上， 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达到

20%

以

上 ， 进出口总额达到

500

亿美元 ，

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55%

， 城镇化率达到

50%

以上 。

“六个达到” 的具体目标， 勾勒了

未来五年我省经济发展的宏伟愿

景， 传递了省委省政府实现又好又

快、 更好更快发展的坚定信心。 随

着我省发展实力的增强， 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将进一步提高， 老百姓也

将得到更多的实惠。

亮点二， “四化两型” 开辟湖

南新路径。 以建设 “两型社会” 作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

方向 ， 以新型工业化 、 农业现代

化、 新型城镇化、 信息化为基本途

径，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与

社会和谐稳定。 “四化两型” 新战

略， 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认识的深

化和实践的拓展 ， 是遏制

GDP

冲

动 、 放弃以

GDP

为王的理念更新 ，

是 “一化三基” 战略的传承递进。

可以预期， “十二五” 期间， 我省

将更加注重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 更加注重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

有机结合， 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更

加注重让发展的成果普惠人民群

众。

亮点三， “四个湖南” 显示三

湘新魅力。 “绿色湖南”， 亮出的

是湖南发展最生动的吸引力； “创

新型湖南”， 亮出的是湖南发展最

强劲的推动力； “数字湖南”， 亮

出的是湖南发展最坚实的支撑力；

“法治湖南”， 亮出的是湖南发展最

关键的软实力。 随着这四张新名片

的打造 ， 一个经济发展 、 绿水青

山、 活力创新、 和谐稳定的锦绣新

潇湘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亮点四， “五个坚持” 明确发

展新方式。 “坚持优化发展”， 以

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增

强发展的全面性 、 协调性和包容

性； “坚持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

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

作用， 加快后发赶超和转型发展步

伐； “坚持绿色发展”， 将确保我

们喝上干净的水、 呼吸上新鲜的空

气、 吃上放心的食品； “坚持人本

发展”， 人民群众将得到更多的尊

重和关心， 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新

成果； “坚持改革开放”， 科学发

展的体制和机制将进一步健全， 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将进一步

提升。

亮点五， “八大工程” 描绘民

生新图景。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就业

增收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 素质提

升工程、 全民健康工程、 安居宜居

工程、 畅通工程、 安全工程、 解困

工程等 “八大工程”， 一揽子涵盖

了我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 “十二五” 规划

还提出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同步， 到

2015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将分别达到

26680

元 、

9050

元 。

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 让劳动报酬

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这是

省委省政府对老百姓的千钧承诺。

全省还规划了

160

万套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 城镇净增就业和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都将达到

300

万以上，城乡三项医疗保险参保

率将达到

95%

以上 ，就业 、就医 、养

老、救助等一笔笔“真金白银”，将使

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风雨多经志弥坚， 关山初度路

犹长。 我们相信， 在推进科学发展

的 “十二五” 新征程上， 具有 “敢

为人先” 精神的湖南人， 将用自己

的激情与智慧， 实现富民强省的新

的宏伟目标。

（供稿： 省委宣传部 执笔： 黄海）

今年

1

月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

五次会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湖

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 （简称 《纲要》）。

这份凝聚了各方智慧的 《纲要 》，

坚持以科学发展 、 富民强省为主

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 描绘了湖南未来五年发展的宏

伟蓝图。

“十二五” 时期， 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 高举科学发

展旗帜， 坚持走 “四化两型” 的路

子， 全力推进创新型湖南、 数字湖

南、 绿色湖南和法治湖南建设，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基础。

“十二五” 时期的主要奋斗目

标是： 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

以上 ， 力争到

2015

年达到

2.5

万亿

元 ；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0%

以

上；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0%

以

上 ； 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

务；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分别增

长

10%

；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

以内；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7‰

以内。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