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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方俊勇
···

千岛湖的春天是迷人的。

沿千汾线或淳杨线向西，一路

行，便是一路景。红色的桃花、

金黄的油菜花、白色的梨花，满

山怒放的杜鹃花，以及滩涂上

风姿绰约的水杉、池杉，构成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人啧啧

称赞。然而，许多人却并不知

道，这一切除了自然的恩赐之

外，也是无数林业人的辛劳之

作。

一直以来，森林是千岛湖

最重要的生态元素，但是因历史

和地域限制，森林的色彩交替变

换不多，缺乏足够的美丽元素。

为此，早在2008年我县就启动

了万顷森林景观改造工程，之后

又提出了森林彩化工程。

千岛湖森林彩化工程开始

于2015年。根据总体规划，该

工程期限为三年，规划总面积

11.6 万 亩 ，直 接 实 施 面 积

10913亩，概算总投资1.17亿

元。实施地点主要是环千岛

湖淳杨线和千汾线两侧照面

山、杭千高速淳安段、进城公

路两侧照面山、湖中重要景点

和部分孤岛山体等区域，共涉

及到千岛湖镇、姜家镇、汾口

镇等11个乡镇和11个国有林

场。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

县通过规模造彩、补植添彩、定

向育彩、重点点彩和果树出彩

等方式，全力打造了8大森林

主题景观、18 处森林景观节

点。其中，近期可以欣赏到

的，就有汾口镇龙山村附近的

“桃源花海”，汾口镇宋祁村附

近的“水上森林”，大墅镇孙家

畈附近的“森林秀水”、大墅镇

桃源凌家附近的“杜鹃谷”

等。这些五彩缤纷的森林景

观带，极大提升了千岛湖森林

的“颜值”，使美丽的千岛湖更

加俏丽。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千岛

湖森林彩化工程的最后一年，

根据计划，全年将建设 3600

亩，包含44个树种，苗木达到

了171137株。这些苗木将重

点种植在名为十里红枫、橘漫

千岛、古村香舍、桃源花海、茗

竹彩绣、锦绣蓬瀛等12个工程

区块，涉及8个乡镇、9个国有

林场，27 个村、16 个国有林

区。随着该工程结束，千岛湖

也将迎来更美丽的容颜。

“梳妆”之后更俏丽
森林彩化工程扮靓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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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这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淳安是林业大县，拥有丰富的

林业资源，这些年来，我县以

“三产”并进方式积极挖掘“青

山中的富矿”，林业经济发展佳

音频传。

苗木种植

“颜值”也能卖高价

650亩林地，能产生多大

经济效益呢？位于界首的香林

花雨苗木种植基地给出的答案

是2500万元！这个规划有“精

品桂花园”、“紫薇花海”、“樱花

幽谷”、“杜鹃花海”等多个园区

的苗木种植基地，育有4万余

株初长成的各类苗木，大多已

“良木有主”了。

“香林花雨”在淳安不是个

案。据了解，近年来我县大力

鼓励苗木种植产业，同时大规

模的林相改造和千岛湖彩化工

程，也带动了产业发展。目前

全县100亩以上的苗木基地已

发展至13个，全县花卉苗木年

产值达到了1.47亿元。比如，

汾口林场前年发展了10亩天

目木姜子、桢楠珍贵树种，刚种

下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目前

所有苗木已经被提前预定；富

溪林场前几年发展的5亩南方

红豆杉、10亩枫香，目前已经

售罄，在植树节来临前，已经有

不少客户上门询价……

据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我县已经形成了以生

产花灌木为主的瑶山绿化观赏

苗木产业区块，以生产乔木类

为主的临岐、文昌、富文、大墅、

安阳、枫树岭等绿化观赏苗木

产业区块，以传统种用苗木生

产为主的临岐、瑶山山核桃苗

木产业区块及富溪林场、汾口

林场、姥山林场种用花卉苗木

产业区块，这些区块的苗木每

年远销各地，经济效益喜人。

竹木工业

艺术加工成时尚

大墅镇有“杭州最美竹乡”

之称，随着竹木工业发展，艺术

加工渐渐成为了时尚。菜篮

子、簸箕、凉席、筛子、扫帚……

这些当年农村的竹制常见品，

如今一转身成为了精美的工艺

品。

“以前我们竹匠师傅在农

村很吃香，家家户户都要请竹

匠师傅到家里打点竹篓、竹篮，

不过后来这些都用塑料制品

了，竹匠师傅就没了活干。”余

允省说。不过随着时代发展，

如今竹匠师傅又迎来了新的一

“春”。去年，余允省花了80小

时手工制作了一辆竹制自行

车，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如

今，余允省已小有名气，时常有

人登门请他编鱼篓、鱼筐等工

具，有的甚至直接成为了艺术

品。

竹子不但可以成为工艺

品，还可以做成筷子、竹条等实

用工具。据了解，目前我县竹

木工业以粗加工为主，加工成

方料、竹条等居多。在石林镇

的矞吉木业，每天被加工的新

鲜竹子就有数百吨，经过加工

后的竹子被送往安吉等地再进

行深加工，由此解决了大量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百姓

收入。

森林旅游

满眼葱绿引游人

近年来，森林旅游凭借“亲

近自然”的优势，赢得了许多人

的青睐。在周末，总能看到登

山族的身影。

海拔 900 米以上的东山

尖，位于我县西北威坪镇与宋

村乡交界处，号称千岛湖环湖

第一高峰，曾被省林业厅评为

“浙江十大秀峰”之一。2016

年获批国家2A级旅游景区，

吸引了一大批前来体验的游

客。景区内有木质的水车，郁

郁葱葱的森林，潺潺流动的小

溪，飞流直下的瀑布，加上唐宋

时陈硕真、方腊等农民起义军

在此处留下过踪迹。自今年1

月15日对外试营业以来，共吸

引5000余名登山爱好者。

记者从县开发总公司了解

到，除了东山尖，千岛湖东南湖

区的姥山岛也是另一处森林旅

游景点，目前岛上有桔园、茶

园、竹林，串联起东南湖景区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此

外，龙涧温泉、神龙湾等森林旅

游景点也在开发中。

美丽的森林，不但有处于

山岭间的，也有延绵在村庄附

近的。到目前为止，我县已有

四个村获评森林人家，分别是

枫树岭镇下姜村、富文乡青田

村、左口乡桥西村、千岛湖镇屏

湖村。这些村落的四周林木葱

郁、景色宜人，因此也很受游客

的青睐。

“三产”并进亮点多
林业经济升级转型传佳音

记者 严月玲 见习记者 何柳青
通讯员
···

王年金
···

又是一年春光好，植树造

林正当时。记者从县林业局了

解到，今年我县计划植树120

万株，造林1万亩，此外，还将

继续加大珍贵彩色树种赠苗造

林力度，预计赠送浙江楠、柏

木、枫香、南方红豆杉等珍贵树

苗22.1万株。这些天，全县各

地掀起了植树造林的热潮，处

处新添了生机盎然的绿色。

3月 1日，石林镇组织40

多名乡镇干部、部门成员开展

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一到半坑

工业园区，大家便挽起袖子、拿

起铁铲和锄头，三五人一组，忙

活开来。“这里要再挖深一点”

“土太松了，踩实点，不然树容

易被刮倒”……王金平是这次

活动的领头人，只见他不停地

穿梭在人群中，讲解着植树要

领，甚至手把手地进行指导。

忙忙碌碌一个上午，400多株

桂花树和红叶石楠就被大家栽

种完毕，原本光秃秃的土地，不

一会儿就“穿上”了绿衣。

蓝天白云，草木吐绿。3月

3日早上八点，屏门乡的九咆界

风景区的一片茶园中，章嫩荣

正组织大伙儿植桃树苗。一位

头发斑白的老人家扛着十几根

小树苗，手中拿着锄头，也紧跟

着大部队一起上山。在忙碌的

人群中，乡里的技术人员在给

大伙儿讲解植树的流程和方

法。“种树不仅要考虑栽了多少

棵，还力求能种活”。技术人员

说，要想提高树苗的成活率，种

植的深度、挖坑的大小、土壤的

掩埋等各个方面都有影响。经

过大家几小时的忙碌，终于把

260棵桃树苗栽种好了。

3月3日上午，瑶山乡联合

财政局支部、乡巾帼志愿者、团

员志愿者共70人，带着锄头、

铁锹、水桶等工具，一起来到植

树点。胡长英用锄头在路旁的

地上挖出一个长宽各40厘米

左右的土坑，小心翼翼地将树

苗放进坑里，四周再盖上泥土，

用脚踩实。乡里的巾帼志愿者

洪亦萍一人就挑了两桶水。大

家一起送水、扶苗、浇灌，田里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近两个

小时后，300棵樱桃树在路两

旁的田地里整齐地排列着。

“你扶着树苗，我来填土。”

“快把锄头拿来！”走进许源林

场上江埠林区内，只见一片忙

碌的情景，挖坑、回填、栽植、覆

土……在园林高级工程师余琳

的指导下，一个个步骤有条不

紊，职工们分工协作，默契十

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还

新增了枇杷树、杨梅树等树

种。“种果树的时候要先施点底

肥，如果种小苗要打点黄泥

浆。”枇杷种植技术专家张宪法

边讲解边现场示范如何修剪树

苗。截至目前，许源林场共计

种植檫树、千年桐、浙江樟、浙

江楠、樱桃树、枇杷树等树种

1000余株，力争用植绿行动靓

化“最美公路”。

3月8日上午，在文昌，大

家带着工具，驱车去栅源村焕

岭自然村的去岭坞种桢楠树。

陡峭的山坡，狭窄的山路，大家

拿着锄头，手脚并用，走到半山

腰开始植树。一个人挖坑，一个

人扶苗，大家互相配合干劲十

足。技术指导员余文中称，桢楠

树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材质

优良、用途广泛，是楠木中经济

价值最高的一种。经过大家两

小时的努力，一棵棵挂着营养杯

的桢楠苗，和红豆杉、杉树、枫香

树苗一起随风摆动，为光秃秃的

山坡添上了绿意。

3月9日，在浪川乡峰川村

前家坞口，一场义务植树活动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山路虽

陡，但大伙儿个个精神抖擞，互

相扶持着一路爬到植树点。植

树现场，大家干劲十足，有的扶

正树苗，有的挥锹铲土，还有的

负责覆土定植……其中，一个

娇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祝

颖欢虽是女子，在陡峭的山坡

上植起树来却一点儿不逊色于

男生。爬山、挖坑、填土样样都

行，从山脚到山顶，一路上都留

下她的足迹。在大家的齐心协

力下，不到半天的时间，一株株

充满生机的“小精灵”就在山坡

上排列开来。

同为大地添绿色
千岛湖畔处处可见植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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