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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
（上接 01 版）4年后，总书记来到

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深入绿意盎
然的无边林海看望护林员，“我们建这
片林，它的生态屏障作用，要永远发挥
下去”。

从塞罕坝向西1700多公里之外，
祁连山脚下，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
沙林场三代人接续治沙的故事，至今仍
在延续。

2019年 8月，沿着砂石路一路颠
簸，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八步沙林场考察
调研。

几名林场职工正在进行“草方格压
沙”作业，习近平总书记走过去，向他们
询问作业方法，并拿起一把开沟犁，同
他们一起干起来，一会儿就在沙地上开
出一道两米多长的直沟。

“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
精神，弘扬他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
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神，再接再厉，再
立新功，久久为功，让绿色的长城坚不
可摧。”习近平总书记说。

深刻把握自然规律，是绿化的必然
要求。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生态是统一
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
有机链条。2013年11月，他首次提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
此后又把“草”纳入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途管制和生
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
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
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
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
统。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
来源于草原地区。长期以来对草原索
取多、投入少，超载过牧现象突出，加上
气候变化等因素，我国大多数草原出现
不同程度退化。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1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
推进草原生态修复。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草原生态持续
恶化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十三五”
末，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了56.1%。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这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年全国两
会期间，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断深化拓展的科学理念，成为新
时代国土绿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指引。

绿色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胸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
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春日暖阳下，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
交汇处雅尼湿地，水波潋滟，不时有黑
颈鹤、斑头雁鸣叫着飞过。

时针拨回2021年7月——
在尼洋河大桥，远眺水波荡漾、草

木葱茏的雅尼湿地，习近平总书记叮
嘱，“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守护
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亚
洲水塔”，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对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的要求明确而具体，强调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今天，西藏约八成国土面积为禁止
和限制开发区域。农牧民当上了野保
员、林保员、湿地保护员，成为雪域高原
的“生态卫士”，雪域高原生态逐年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秉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布局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
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带领亿万人民
开启波澜壮阔的绿色征程。

种下绿色，就是种下民生幸福——
北京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绿

初绽、生机萌发，千年大运河蜿蜒流淌。
公园植树区，一株紫玉兰含苞待

放。这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义
务植树时亲手种下的。

“环境大变样了！”打小在附近居住
的市民张红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这
里曾有3个大村落，紧挨着东方化工厂
和一些“散乱污”企业。那时空气不好，
运河水也一度受到污染。2018年以后
开始腾退化工厂、筹备建设绿心公园，
一切慢慢好了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创造更多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
新理念。2017年11月13日，“千年秀林”
的第一棵树、第一片林在9号地块扎根。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
新区考察调研时，登上驿站平台远眺。
他望着一株株摇曳的小树幼苗，欣喜地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雄安新区

就是要靠这样的生态环境来体现价值、
增加吸引力。”

不负总书记所望：随着总面积约
18平方公里的雄安郊野公园盛装亮相，
新区森林覆盖率已超过30%。

为民植绿，既要有恢弘大气的写意
之笔，也要下精工细作的绣花功夫。

近年来，一座座精致的街角公园、
一片片蓊郁清新的景观森林，取代了从
前杂乱无章的违章建筑，首都市民在

“生态留白”中更觉呼吸顺畅。
在上海，一个个小微绿地、“口袋公

园”出现在市民身边。用好“边角料”见
缝插绿，“螺蛳壳里做道场”，用来形容
上海千方百计为民造绿的“千园工程”
再形象不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仅约1.11平方米，略大于一张报
纸。最新数据显示，全市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增加到8.5平方米的“一间房”。

种下绿色，也孕育着发展机遇——
2014年1月，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踏
着皑皑白雪，来到地处边陲的内蒙古阿
尔山市。

这里是林区，由于禁伐，当时正处
于艰难的产业转型期。习近平总书记
鼓励大家，历史有它的阶段性，当时砍
木头是为国家做贡献，现在种树看林子
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此后不久，我国逐步将天然林保护范
围扩大到全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一批批曾经的“砍树人”，成了“看树
人”，来自内蒙古、当了几十年林业工人的
全国人大代表周义哲就是其中之一。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的审议。

“以前我们是‘砍树人’，最早我们
工队每年冬天生产木材能装400节火
车皮，现在丢掉斧锯，成了‘看树人’，同
样也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周义哲说。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他所在的
林区得到休养生息。据测算，2018年林
区的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
价值6159.74亿元。

听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你提到的这个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
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
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
肺效应，更能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

“绿色GDP”，是总书记为绿色发展
点明的方向。

走进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绿树掩映、
屋舍俨然，远处群山苍翠、竹海连绵……

30多年前，依靠优质的石灰岩资
源，“采石经济”红红火火，可环境却遭
了殃，植被破坏、灰尘漫天、溪水浑浊。
痛定思痛，余村人决定关停水泥厂和石
灰矿，求还绿水青山。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来到余村考察，高度评价这一做
法，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科学论断。

如今，靠着绿水青山发展休闲旅
游，每年吸引各地的游客，村民靠“卖风
景”过上红火的好日子。

种下绿色，还要明确底线红线——
秦岭是黄河、长江流域的重要水源

涵养地，也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中华文
化的重要象征。然而，前些年一栋栋违
规、违法修建的别墅蚕食着秦岭山脚的
绿色，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专
门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随
着专项整治行动的展开，1194栋违建别
墅被彻底整治。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
考察，亲自验收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把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
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他再次强调。

“生态等到污染了、破坏了再来建
设，那就迟了。”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
不能手软，不能搞下不为例，要防止形
成破窗效应。”

生态环境需要保护，生态警钟需要
长鸣。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持续转化为
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绿色的未来——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亿
万中国人踔厉奋发、播种绿色，走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年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气候变化的
影响和风险日益增长，升温形势会让世
界在今后20年面临多重气候危害。

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和挑
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地球是我们的
共同家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
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有中国主张，更有中国担当、中国
行动。

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总书
记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
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
中方付出艰苦努力。”习近平总书记说。

既要做好碳排放的“减法”，也要做
好“扩绿”的加法。

作为《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中国
向全世界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
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
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
安全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话
语坚定。

这是不断扩大的绿色版图——
内蒙古达拉特旗官井村位于库布

其沙漠腹地，30多年前到处是明晃晃的
沙丘。

如今，一棵棵挺拔的杨树、柳树拱
卫着房舍农田，一望无际的沙柳林、野
地里的花棒环绕着村庄，与远处起伏的
沙海相映成景。

黄沙退却，绿色铺展。
在沙区群众不懈努力下，我国荒漠

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1.04
万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2424平
方公里，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完成造
林9.6亿亩。森林覆盖率提高2.68个百
分点，达23.04%；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净
增13.75亿吨，达92亿吨。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1
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以视频方式
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
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
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
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种类。

未来的国土绿化行动如何推进？
如何更好为人民植绿、为群众造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
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坚持

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
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久久为
功、善做善成，不断扩大森林面积，不断
提高森林质量，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2021年《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公布，我国所有森林和草原都将拥
有专属守护者。

同年，《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印发，为下一步造林绿化“在哪造”“造
什么”“怎么造”“怎么管”提供指导。

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精彩绝伦，
让人赞不绝口。微光火炬、氢能大巴、

“绿电”供应，绿色低碳成为一大亮点。
“用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北

京的清洁能源有不少是来自“风的故
乡、光的海洋”张家口。未来，冀北地区
每年还要向首都北京输电，提供北京年
用电负荷的20%左右。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
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
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
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
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
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
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作为新兴的“车轮上的国家”，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350
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不仅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三四线城市甚至乡村，
生活垃圾分类都正在成为生活新风尚。

少用一张纸巾、少用一次性筷子，
多乘一次公交、多蹬一次自行车出行，
制止一次“宁剩勿光”聚餐、力行一次

“光盘行动”……更多绿色，点亮中国人
民的生活。

众人植树树成林。习近平总书记
道出真谛：“一起参加义务植树，就是要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让
大家都树立起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责
任意识，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共同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如今，人们踊跃参与义务植树，义务
植树的尽责形式也扩展到抚育管护等八
大类50多种，“云端植树”“码上尽责”让
随时、随处、随愿尽责逐步变为现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

循，亿万中国人正以更加深刻的历史主
动和接续拼搏的奋斗姿态，呵护培育绿
水青山，建设更加美丽的绿色家园！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