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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香格里拉市小
中甸镇和平村拉扎小组。这里群山
环绕、林木葱茏、山泉潺潺，袅袅升
腾的薄雾，轻纱带雨，山间野花肆意
绽放，美不胜收。

今年 47 岁的尼布是村里的木
匠，望着翠绿的山林，他感叹：“和从
前相比，树多了。从前的拉扎树也很
多。那时候穷，大家都想着砍树赚
钱。”尼布说，为了吃饱肚子，人们把
目光投向大山，靠着山上优质的木
材，期望能过上好日子。后来树越砍
越少，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好起来。
尼布的记忆犹如曾经光秃秃的山
坡，没了绿色，没了希望。

常年的乱砍滥伐，拉扎的绿水
青山满目疮痍。不仅仅是拉扎，整个
迪庆都遭遇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
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采访中，无论
是群众，还是乡村干部，说起“木头
经济”，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是：“谁
都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1998 年，国家实施长江流域全
面禁伐天然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迪庆州实施“生态立州”战
略，“木头经济”逐渐向“生态经济”
转变。植树造林、退牧还草、林改补
贴……一项项保护政策不断落地落
实落细。2019年，迪庆州天然林保护

工程二期森林管护面积实际落实面
积达到 2800 多万亩，落实率达到
105%；到位资金 1.2亿元，到位率达
到 106%。20多年的生态保护，如今
的迪庆处处可见奇山秀峰，遍地都
是悠悠清泉。

“我们建立的村规民约，一根木
头都不能砍，要把绿水青山留给下
一代。”拉扎村民小组组长格茸汪扎
说：“现在生态好了，松茸越来越多，
加之便捷的交通物流，松茸已成为
每家每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年收入
至少万元以上。”

“以前靠山吃山，越吃越穷，现
在还是靠山吃山，却越吃越好，除
了松茸，政府还有林改、草原等补
贴。”村民吹丹贷款买了一辆货车，
他跑车拉货，媳妇上山捡松茸和杂
菌，扣除车辆贷款，两人一年能挣 3
万多元，“明年 3 月还完贷款，生活
会更好。”对于未来的生活，他信心
满满。

香格里拉作为中国松茸主产
区，因出产的松茸品质好，每年出口
供不应求。据统计，香格里拉的松茸
产出量占全国的 40%，占云南的
65%以上。依托丰富的绿色生态资
源，菌子变票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沈浩）今年以来，普
洱市持续开展为期 6个月的专项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林地、种茶毁
林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违规行为。截至
目前，全市已经完成省级移交普洱市的
3598个疑似问题图斑卫星遥感影像的
实地调查核实工作，并启动集中整治查
处，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了解，此次整治范围以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区等
自然保护地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为重点，
聚焦全市主要茶产地，对违反森林资源
管理法律法规，未依法办理林木采伐等
涉林审批手续，或县（区）政府和部门违
法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造成发生破坏森
林资源问题进行全面清查整治，重点整
治2017年以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以来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群众反映

强烈的非法侵占林地、种茶毁林等破坏
森林资源问题。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普洱市迅速成
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打击
整治种茶毁林等破坏森林资源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森林网格化管理方案，制
定并印发了《专项整治工作责任包保的
通知》《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方案》《专项
整治工作技术方案》《专项整治档案管
理工作意见》等政策文件，分析研究形
成了全市“问题、责任、线索”三个清单，
由市级督导组深入各县(区)进行复核
复查，并采取督办、约谈等方式加大跟
踪问效力度。

截至 7月，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945人次，立案查处案件 188起，处理
违法行为人183人，恢复植被360.6亩，
收回林地14.6亩。

本报讯（记者 沈迅）近日，昭通市
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赤水河流域（昭通
段）入河排污口违法排污专项执法检
查，对164个已确定入河排污口及10个
新增入河排污口开展点位检查及溯源
工作，并依法对检查中发现的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此次专项检查以2019年生态环境
部对赤水河流域（昭通段）航拍排查确
定的164个入河排污口点位为重点，采
取徒步实地检查的方式对赤水河流域
（昭通段）入河排污口进行全覆盖精细
化检查，彻底查清污水排放来源，持续
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为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昭通市
生态环境局抽调骨干力量，通过集中培
训后分成 10个小组，严格按照检查规
定分赴各点位开展检查。检查组重点检
查了桥下、水下、林下等无人机航测无
法覆盖、容易出现隐蔽排污口的敏感区
域，加大对赤水河岸、河汊、沟渠、企业、
人口集聚区等排污口集中分布重点区
域检查力度。除了对航拍确定的入河排
污口点位逐一核查外，还对敏感区域、
重点区域等无人机尚未发现的排污口
进行全面实地核查，切实做到赤水河流
域（昭通段）入河排污口检查全覆盖、无
遗漏、无死角。

本报讯（记者 和茜 通讯员 何官
池）近日，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玉
湖村里异常热闹，挖坑、扶苗、对齐、培
土、压实、浇水、清理现场垃圾……大家
正齐心协力忙着植树。当天，丽江市直
机关单位和驻丽单位及驻丽部队干部
职工共种植7000余棵滇樱花、滇楸、华
山松。

“我们单位出动了30名警力，共种
植了 116棵树。”丽江市交警支队警令
部职工李云山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很
有意义，觉得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
是一份绿色、一份希望。

丽江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
复科科长和相群介绍，白沙镇是丽江
重要的旅游景区，也是丽江城市水源
涵养区，在这里种植具有观赏价值的
滇樱花、滇楸，常绿树种华山松，既能
治理土地沙化，涵养水源，又能绿化美
化环境。

近年来，丽江市始终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 2017年以来
一直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截至目前共植
树 6万余株。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丽江市采取分段、错峰开展
2020年度义务植树活动。

聚焦

吃上生态饭 菌子变票子
本报记者张帆吕瑾/文 张帆张彤/图

野生菌美味的背后，是它对生长环境的苛刻，不能有污染，不能人为干预。又到野生

菌收获的季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转变

观念，一边守护好良好生态，一边依托资源发展产业，“靠山吃山”的路子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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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由“木头经济”转向“生态经济”

细雨霏霏，层层山峦笼罩在白雾之
中，南华县五街镇美如诗画。雨稍停歇，
五街镇咪黑们村彝族汉子鲁少云背起
箩筐进山捡菌。满山的鸡油菌、牛肝菌、
青头菌等野生菌得到雨水的滋养，在阳
光的召唤下，撑开小伞拱土而出。

鲁少云敏捷地穿行在坡陡树密的
混交林中，用一根小木棍小心翼翼地扒
开落叶，仔细寻找每一朵菌子。“现在还
不是菌子最多的时候，等雨水下足了，8
月菌子季节才算来临。”整理一下肩上
的箩筐，鲁少云继续向密林深处走去。
去年，鲁少云家承包了 200亩的菌山，
光捡菌就收入 8万多元，今年，他做足
准备去竞价新一轮的菌山承包采摘权。

五街镇是南华县野生菌的主产区
之一，森林覆盖率达 69.02%，以松茸为
主的野生菌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依
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五街镇建成了
1000亩咪黑们松茸保育促繁示范基地

“百菌园”。
截至去年，五街镇封山育

林育菌面积达 20万亩，封山
育茸面积达 10万亩、其中
松茸核心区域 5万亩，育
茸示范基地 5片 8000亩，
实现野生菌交易约 530
吨，交易额达 4250 多万
元，其中松茸产量达 135吨，

实现产值3100多万元。特别是咪黑们村
委会开们村民小组，仅野生菌一项就有
了 47.7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人
均年分红1450多元，野生菌产业的兴旺
增效，让当地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好，山林间
孕育出来的野生菌也越来越多。南华
县还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野生菌产
业发展的意见》，在全省率先实施《松
茸采集方法》《牛肝菌采集方法》两项
地方标准，坚持“封山育菌”与“封山育
林”相结合，安排专人对野生菌主产区
进行重点管护，各乡镇通过修改完善
《林权流转和封山育林育菌管理办
法》，大力推广集体林权个体承包、
联户承包等经营模式，实施封山育
林育菌和搞活山承包经营机制，进
一步完善村规民约、明晰权责，强化
采摘技术培训和持证采摘制度，有效

保障了以松茸、牛肝
菌为主的野生菌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野生菌产量和品
质不断提高，南华

山区群众也
实现了生
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的“双赢”。

南华：“封山育菌”与“封山育林”结合

丽江市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资讯

普洱市

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

昭通市
专项检查赤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近年来，东川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湿地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大幅改善。进入盛夏，
东川北收费站附近的板河口湿地数十亩荷花盛开，引来了成群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钳嘴鹳的“光临”，它们时而
在天空滑翔，时而在田间觅食，与当地村民和谐共处，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亮丽风景。

本报记者茶志福通讯员陆雯徐懿

今年 50岁的张恩碧是腾冲市团
田乡帕允村的一名护林员，至今已在
这个岗位上坚守了 12年。12年来，在
他的用心守护下，帕允村未发生过一
起森林火灾。

“护林员的工作虽然普通但责任
重大，在这个岗位上一天，就要干好一
天的活，保护好森林资源。”这是张恩
碧自 2008年担任护林员以来常说的
一句话。

每年森林防火期，是张恩碧最忙
的日子。他挨家挨户发放森林防火户
主通知书，并跟户主签订防火承诺书，
他还在进村寨道路两旁书写宣传防火
标语，提醒群众注意防火并安全用火。

“元旦、春节、清明、劳动节等节假
日重点时段，我就将一些森林防火的
宣传标语发送到村组群众的手机上，
提醒他们不要携带火种上山、禁止焚
香烧纸、燃放鞭炮、吸烟。”张恩碧告诉
记者，在防火期间，他每天坚持上山巡
护检查，排查火险隐患，管控火源和违
规用火。

自当上护林员的那天起，张恩碧
就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他坚持依法
治火、依法管火。12年来，帕允村未发
生滥伐、盗伐林木案件及破坏野生动
物案件。

随着森林管护工作力度不断加
大，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张恩
碧开始琢磨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
山银山。他带头流转林地，绿化荒山60
余亩，种植木莲、秃杉、木荷等乡土树
种，加上已承包的林地，每年可增加林
业收入约6万元。

“我还发展林下种植草果、黄精、白
芨等中药材 40余亩，每年可增加收入
10万元。”张恩碧说，去年种下的 10余
亩花椒和坚果，3年后就有收益了。

如今，在张恩碧的带领下，上帕允
组村民大力实施植树造林，全组 62户
共有约2000亩林地。目前，他已经带动
10余户村民种植中药材、花椒、坚果、
百香果等，户均增收达3万元。

本报记者杨艳鹏李建国
通讯员许彩芳

钳嘴鹳“光临”东川

腾冲市团田乡帕允村护林员张恩碧——

用心守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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