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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的福建，是全国首个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森林覆盖率 66.8%，
连续 43 年领跑全国， 被称作中
国最绿的省份。

习近平总书记曾殷切嘱托：
“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
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
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
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久久
为功，方有玉成。

监测数据显示，福建全省森
林生态系统年总价值量达到了
1.22 万亿元。 在这份骄人的生态
成绩单背后，占全省林地面积 1/
3、总面积近 4300 万亩的生态公
益林功不可没。 福建广袤的森林
被划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
两大类，“护绿”成了福建大山里
的“事业”。

翠竹青山掩映、环村公路交
错。 三明市泰宁古城以西 8 公里
的杉城镇际溪村，就藏在了生态
林里。 曾经的际溪村是当地皆知
的贫困村， 山多地少， 全村 248
户人家“挤”在了有限的农地里，
靠种粮种烟为生。 如今，全村近

一半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旅游
收入占到了农民纯收入的四分
之一。

“多亏了林子里的好生态！ ”
村党支部书记林永胜指着眼前
层层叠叠的“林海”告诉本报记
者，是这“满目青绿”让坐落群山
之中的际溪村，成了全国首批乡
村旅游重点村。

2001 年， 福建实施生态公
益林保护建设工程。2016 年，作
为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的福建，
被列为天然林保护工程试点省
份， 天然林停止商业性采伐管
护补助试点在福建落地。 2018
年，《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
颁布实施。

不久前， 福建明确要加快构
建“天上看、网上查、地上管”的天
然林管护体系， 建设天空地一体
化的天然林监测监管信息系统。

在这一轮轮的改革中，际溪
村因生态区位原因，超过 70％的
森林被划为生态公益林。 千百年
来，村民习以为常的生产方式就
此终结。 后来的故事不难想象，
原始森林里万物滋长，林永胜记
忆里的一道道“疤”黄了又绿，绿

了之后更见葱郁。
点绿成金得靠自然的办法。

福建为天然林下“淘金”铺就了
两条产业路径———森林康养和
林下经济。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林永胜
在外闯荡多年， 最终回到家乡。
原始的生态林、 壮美的丹霞地
貌、神秘的洞穴文化，让他坚信

际溪拥有发展森林康养的资源
优势。

2014 年，当地开始打造“耕
读李家”森林康养基地。 村民将
自家房屋、土地折价入股旅游公
司，引入高端民宿、休闲农业等
多元化业态。 通过“资源变资产、
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民”，年均
每人增收 5000 余元。

“以前，护林资金投了 20 多
年，林子却不能砍，大家心里愁
啊。 现在，林子可以直接换成‘票
子’，矛盾自然就没有了。 ”永安
市洪田镇马洪村村民赖兴益是
福建省首笔生态林补偿收益权
质押贷款的受益人。

赖兴益感叹：“绿水青山真
的成了金山银山。 ”

今年春节，浙江安吉云上草原星
空滑雪场热闹非凡。 借着冬奥的风
头，雪场每日进场游客大约 2000人。

据统计，截至 2 月 6 日，安吉全
县共接待游客 35.6 万人次， 实现旅
游收入 4.33 亿元， 其中重点旅游景
区景点接待游客 14.14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4242 万元。

2020年 3月 30日， 习近平总书
记前往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考察调研。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该村考察时首
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些年来， 余村坚定践行这一
理念，坚持“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
姓”，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美丽乡村
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

20多年前，安吉余村靠着山上优
质的石灰岩，自办水泥厂，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达 300多万元。然而，经济的发
展，掩盖不住溪流浑浊、烟尘漫天。 这
一发展方式，伴随着安吉县 1999年生
态立县战略的实施而被终结。 2003年
起， 余村通过民主决策， 对村内的矿
山、水泥厂等进行关停整治。

2004 年底，余村石矿全面停产，
随后对该矿山进行了复垦复绿。 自
此，安吉走上“绿色 GDP”发展之路。

2021 年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等十部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竹产
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地方搭建
竹林碳汇交易平台， 开展碳汇交易

试点。 拿到文件，安吉县金融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曹宏华信心更足了。
2019 年安吉就在全国首开先河，进
行过第一笔竹林碳汇交易。

碳汇交易，买卖什么？“卖方通
过减少排放或吸收二氧化碳， 把多
余的碳排放指标转卖给需要的买
方，以抵消其减排任务。 ”安吉县资
源规划局总工程师胡可易介绍说。
早在 2012 年，县里就与专业学术机
构合作进行竹林碳汇研究， 经过 10
年来的科技攻关， 形成了竹林经营
碳汇项目方法学等研究成果。

“没想到，竹林空气真能换钱！ ”
在首批竹林碳汇收储集中签约时，一
次性拿到 3年收储金 27.54万元的大
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应忠东
喜滋滋地说，“以后每年至少还可以
拿到 9万多元分红，这些钱又返回竹
林经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这一理念
在安吉已经深深根植于项目招引、
企业发展等环节。“5 年时间里，我们
否决了大量环保不合格项目， 也引
进了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等 200 多
个环境友好型项目，有舍有得。 ”安
吉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绿色发展动能澎湃， 现在的安
吉连续登上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全国绿色发展、全国营商环境、全国
投资潜力等百强县榜单， 地区生产
总值从 2017 年的 390.37 亿元增长
至 2021 年的 566.3 亿元。

江源风光无限好， 一江
清水向东流。 地处青藏高原
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平均海
拔 4200 米，是长江、黄河、澜
沧江的发源地， 长江总水量
的 25%、 黄河总水量的 49%、
澜沧江总水量的 15%都源自
这里， 每年向下游供应水资
源达 600 亿立方米， 被称为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
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
任， 必须承担好维护生态安
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
水塔’的重大使命，对国家、
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 ”
2021 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
时语重心长地说。 5 年前，习
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
也对青海保护三江源提出了
明确要求。

近年来， 青海将三江源
国家公园作为“天字第一号”
工程， 全力打造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新模式。 今天的三江
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任务
已全面完成， 建成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 三江
源共建共享、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先行区， 青藏高原大
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
承区的试点目标正在实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答卷，正在美丽的三江
之源徐徐展开， 园区牧民充
分享受到“生态红利”，算生
态账、打生态牌、吃生态饭已
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2 月的黄河源头，风里夹
杂着雪花。 三江源国家公园
生态管护员尔金仁增戴着红
色袖章、 骑着摩托车驰骋在
黄河源头扎陵湖边， 进行日
常草原巡护。

每天巡山，守护家乡的山
山水水是生态管护员必做的
工作。“草原巡护工作虽然有
些辛苦，但也很自豪。 ”尔金仁
增说， 自己原本以放牧为生，
全家一年的收入不到 1 万元，
自 2016 年成为生态管护员
后，年收入超过了 3万元。

像尔金仁增这样的生态
管护员，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一共有 1.7 万多名，人均年增
收 2 万多元。“一户一岗”的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推动牧
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
守护者， 试点区的生态环境
得到更细致的保护， 兴起生
态环境人人建设、 人人共享
的新风。

“‘一户一岗’让牧民实
现了华丽转身， 成了生态保
护的知情者、 参与者、 监督

者， 成为建设国家公园的生
力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田俊量
介绍说，“在试点中， 青海注
重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试点政
策制定上将生态保护与精准
脱贫相结合， 与牧民群众充
分参与、 增收致富、 转岗就
业、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
合， 充分调动牧民群众保护
生态的积极性， 积极参与国
家公园建设。 ”

如今的三江源是野生动
物的天堂：藏野驴悠然漫步、
藏羚羊呼啸疾驰、 黑颈鹤引
颈长鸣……草原退化得到遏
制，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绿意，
湿地生态环境不断好转。

在三江源地区， 牧民守
护着草原， 也收获了生态改
善的红利。 三江源国家公园
依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将
生态管护工作与牧民脱贫工
作相结合，开展“生态体验”
旅游扶贫项目， 免费为贫困
户发放“旅游小屋”，打造具
有民族特色的“生态体验”旅
游示范点， 为身处三江源腹
地的牧民开辟一条绿色致富
新路， 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活
富裕的“共赢”。

（据《工人日报》）

三江源国家公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浙江安吉：
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

福建：
只此青绿，富了人民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红外相机捕捉到的雪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