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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榆神高速出入口进
入神木县城，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道路两侧绿树葱茏、繁
花似锦，还有绿草如茵的草
坪……一幅城在绿中、绿在城
中的优美画卷舒展在眼前。”
在外工作回家探亲的武小茹
说起家乡的变化兴奋不已。

近年来，神木县抓住林业
建设的发展机遇，围绕“美丽
神木”建设目标，开展了“全面
治理荒沙”“三年植绿大行动”
和“生态建设绿化大行动”，大
力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加大森
林资源保护力度，加快林业产
业发展步伐，林业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目前，该县林地面积
605.37万亩，占全县国土总面
积的52.8%，各类林木保存面
积达46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0.8%，林业总产值达8亿元。

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长城村，位于
无定河北岸，古长城脚下。这里有一个
生态农场，远离喧嚣，蓝天碧水，空气清
新，果蔬香甜。这里有健康绿色的有机
菜地，有享誉周边的“云梁西瓜”，还有
采摘垂钓的假日乐园。

2016年，该村村主任马宏运用互
联网思维，成立了伯城生态农场，这是
全市首家互联网+有机农业示范基
地。马宏说：“伯城生态农场是以合作
社的形式吸纳社员，我的出发点就是
让村民增加收入，让城市居民享受绿
色生活。”

打造生态农场
回归绿色生活

1999年，马宏从部队退伍回到家
乡，此后，他在商海里摸爬滚打10多
年。2015年，他被横山波罗镇长城村
村民选为村主任。“以前我只要把自己
的工作、生活安排好就行了。当了村
主任后，就想着要为村民们好好谋划
一下了。”

马宏思索，村里农民多年来一直过
着“靠天吃饭”的劳苦日子，尽管当地的

“云梁西瓜”、畜牧产业都挺不错，但是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村民们却还
为卖不出产品而发愁。马宏考虑，如果
能将本村的优质绿色产品通过互联网
与城市消费者对接，既可以帮助村民增
加收入，又可以使城市居民吃到放心有

机的食品，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于是，马宏便决定运用互联网思维

成立一家生态农场。“本着‘回归绿色生
活’的理念，新开发零污染荒地 200
亩。马宏在农场里种植了西瓜、苹果、
草莓、西红柿等绿色有机蔬果，各类蔬
果从种植至收获的过程中，不使用化
肥、化学药物、除草剂、生长调节剂、转
基因种子等。

农村社员负责种养
城市社员负责消费

2016年三伏天时，长城村村民张
六娃与妻子急得彻夜难眠，家里养的一
头猪已经达到300斤了，再不抓紧时间
卖掉，这么热的天气牲畜也受不了。但
是杀了猪，却又怕一时难以出售，造成
经济损失。

张六娃找到了马宏，请他帮帮忙。

马宏随即便在微信群里发出邀请：“群
里的朋友们，这个星期天来长城村，我
请大家吃杀猪菜，你们还能买到绿色健
康的土猪肉。”

消息一发，几十个好友便迅速报
名。到了星期天，张六娃现杀了家里的
猪，马宏为大家做杀猪菜。当天猪肉就
全部卖光了。当马宏把卖肉所得的
3880元交到张六娃手上时，张六娃说：

“兄弟啊，我做了半辈子生意了，从来没
像今天这么利索过。以后，你说啥，我
就干啥，跟着你准没错！”

村民们眼见到互联网的好处后，都
积极加入到伯城生态农场中来，生态农
场的土地也增加了1000亩。目前，生
态农场有农村社员100多户、城市社员
200多户。

马宏介绍：“既然是共享农场，我就
首次应用了‘农村社员’+‘城市社员’

的模式，村民社员们在农场的监管下种
植绿色有机蔬果，城市社员交费加入，
每周都可带家人、朋友来呼吸大自然的
新鲜空气，可采摘有机蔬果。”

社员尝到甜头
发展透明加工

6月4日，榆林市民张霄雒带着家
人来到农场，享受了一天绿色生活。他
说：“农场的蔬菜和水果都是露天种植、
自然成熟，应季新鲜，不催熟、无农药、
无激素，安全绿色，我们采摘了可以放
心食用，回家时还能带两三天吃的蔬
菜。孩子很喜欢参加周末农场的亲子
采摘。”

村民张大成为农场社员后，也尝
到了甜头。张大家中每年都会种5亩

“云梁西瓜”，由于西瓜皮薄，不易运输
保存，所以只能销售到当地，最远不超
榆林周边县市。2015年，长城村与伯
城生态农场、杨凌农科院技术结合，研
究出将西瓜嫁接在南瓜根上的新品
种，嫁接后生长出来的西瓜，品质不
变，瓜皮变厚变硬，易运输，可以销售
到更远的地方。2016年，村民张世发
便种植了新品种“云梁西瓜”，当年收
入比前一年翻了一番。他说：“还是咱
农场的先进技术好，我的西瓜最远居
然卖到了三亚的高档酒店，去年靠卖
西瓜收入了3万块钱。”

马宏今后打算在村里打造老作坊
布局，将村里的土特产都实行透明化
加工，使用传统工艺手法，酿造白酒、
食用醋、酱油，制作豆腐、食用油等。

“这样不仅能为市民提供放心有机食
品，还能以产品为载体，尽力传播边塞
文化。”马宏说。

本报通讯员张妮妮 刘河摄影报
道 近日，靖边县环保局举办慰问环
卫工人活动，给环卫所先进工作者发
放了慰问品，给环卫工人发放了米面、
手提袋、围裙等生活用品。

该县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纪念活动旨在动员社会各界着
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发
展理念，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履行
环保责任，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呵护
环境质量，共建美丽家园。

图为工作人员给环卫工人发放
生活用品。

榆林市第四中学

组织志愿者捡拾白色垃圾
本报通讯员高志雄报道 6月8日，榆阳河畔来了

一群特殊的“拾荒族”，他们一手拿着垃圾钳，一手拿着
编织袋或者购物袋，捡拾河畔的矿泉水瓶、果皮、废纸、
烟蒂、包装袋等垃圾。这些“拾荒族”其实是榆林市第
四中学的志愿者。

当天下午2时30分，市第四中学48名志愿者从四
中大门口出发，顺着榆阳河畔边走边寻找榆阳河岸的
生活垃圾。虽然经过环卫工人的努力，榆阳河沿岸基
本看不到什么垃圾，但在榆阳河岸的落叶里、树丛中，
不时出现矿泉水瓶、塑料包装纸以及纸巾。志愿者表
示，虽然到榆阳河沿岸捡垃圾的行动很简单易行，但是
一路要捡完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他们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唤起更多的人关注环保、关注自己的家园，唤
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倡导“环保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
起、从你我做起”的理念。

绥德县

完成500公里道路绿化
本报通讯员郭媛瑞报道 今年以来，绥德县加大

投入，积极进行道路绿化。目前，全县完成500多公
里的道路绿化，涉及16个乡镇近50个贫困村，共栽
植圆柏、新疆杨、火炬、长枝榆、香花槐等绿化苗木
45459株。

该县以贫困村为重点，以示范村、重点村为补充，
“点线面”绿化衔接，集中连线打造乡村道路绿色小长
廊，并在村际交界、重要路口交叉部位营造片林，设置
绿化景观节点，提升乡村“美丽指数”。

为确保绿化质量，该县林业局要求各标段严格按
照设计的苗木规格、工程质量施工，整体成活率要求达
到90%以上，否则不予验收，并抽调10多名监理人员，
加强指导督查，强化动态跟踪，有序推进绿化工程建设。

本报通讯员韦江江 安波摄影报
道 近日，吴堡县环保局联合县文明
办，共同举办了以“低碳绿色文明出行、
你我携手共同参与”为主题的健步行暨
纪念第46个世界环境日活动。

当天，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100多
人在志愿者队旗指引下，从县中心广场出
发，沿县城主街道进行健步行活动，途经
文化广场、河滨路，最后返回至中心广场，
全程约5公里，耗时1小时左右。

此次活动向群众和参与健步行人
员发放环保宣传笔1000支，环保宣传
围裙1000条，创文宣传鼠标垫1000
个，环保、创文宣传袋3000多个，环保
宣传手册2000多份。

关注光污染 改善光环境
□刘挺

光污染是指过量的光辐射引起的污染，与空气污
染、噪声污染、水土污染一样，是不可忽视的环境公
害。光污染对身体、心理、生活、生态、天文、能源、动
物、植物、交通都有影响。

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亮光工
程”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互相攀比，互相炫亮，导致
光亮在美化城市的同时不可阻挡地将光污染遍洒大
地：城市建筑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和各
种涂料装饰导致的眩眼夺目的反射光线，形成白亮污
染；酒店、商场晚上强光夺目的不夜城，形成人工白昼；
夜幕降临后各个活动场所的荧光灯、闪烁灯、旋转灯、
可见光、激光辐射形成彩光污染。闪烁的光线、红外
线、紫外线、太亮的日用灯，不但刺眼、伤视力，长期接
触还可诱发白内障、白血病、癌症等病，威胁整体健
康。更重要的是，镜面建筑反光及夜晚不合理灯光，反
射进入高速行驶的汽车内，致司机注意力分散，视力错
觉，会降低交通安全性。

光污染早已成了人类应该回避和治理的污染，可
是至今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危害，至今人类仍然尽情
地丰富“光享受”，高攀“光待遇”。如家长怕光线不足
影响孩子学习，家中安装的灯管又多又亮；有人喜欢开
灯睡觉；有人喜欢大白天光照很强时也开着白炽灯；有
人晚上常在歌舞厅活动。人必须在适宜的光环境下生
活和生产，而以上行为是在主动亲近光污染。预防光
污染关键在人，睡眠不能开灯，开灯睡觉虽然闭着眼
睛，但由于灯光可透过眼皮，使本该休息的眼睛不得不
继续工作。生活中的光污染在于端正自己的享受观，
不要认为光线越亮越好、彩光越多越好，避免人为地使
室内光线太强；生产中的光污染在于生产者自己的保
护意识和管理者的防范措施；城市光污染的防治，在于
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国外一些国家光污染问题早已引起关注，美国还
成立了国际黑暗夜空协会，专门与光污染作斗争，我国
截至目前未将光污染列入环境防治范围。笔者认为，
在国家没有完善关于光污染的法律法规之时，我市应
该大力进行光污染危害性的宣传教育，让群众主动远
离光危害，积极追求光健康。

北元化工公司

“物尽其才”解决环保难题
本报通讯员李鹏飞 李海清报道 北元化工公司

污水处理新增板框压滤机改造达到预期效果，并于5
月份顺利通过全面验收。该项目的顺利投运，使废旧
设备达到“物尽其才”，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降低
了公司环保压力，完美诠释了“低碳生产、高效利用”的
环保理念。

去年10月18日，北元化工公司污水污泥处理压
滤机大架扭曲变形无法使用，导致污水污泥处理效率
低、进料管道震动维护频繁等问题，给公司带来重大环
保压力。该公司管理人员积极协调，一方面组织人员
对原污泥压滤机进行加固维修投运，另一方面迅速考
察并决定新增一套板框压滤机彻底解决问题，但新采
购设备周期长，经过相关人员的技术论证，决定将废弃
的压滤机改造后进行使用。

抓绿化 夯基础 兑政策

“黄”变“绿”折射神木林业大变化
本报通讯员 郭芳

长城村有个“互联网+”生态农场
文图/本报记者 吕晶

靖边县环保局

慰问环卫工人 吴堡县：健步行倡导绿色出行

“站在我们村的山山峁峁上看，昔
日赤地百里的黄土地上，如今又出现了
茂密的植被，山山沟沟里已披上了绿
装，而且退耕还林对于我们农民有补
助。”中鸡镇阿包也村村民苏广财说。

这只是神木县退耕还林的一个缩影，折
射出的却是该县林业建设由“黄”变

“绿”的主色调。
退耕还林补助兑现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该县相关部门做好退耕还林各项检

查验收工作，根据验收结果通过“一卡
通”将补助资金兑现到退耕户手中。三
年来，该县共完成退耕还林补植补造1.1
万亩，补植各类苗木 36.3 万株，组织开
展以红枣、长柄扁桃实用技术为内容，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培训3次，累计培训
林农4000人次。

神木县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作为促进
农民增收的主要内容，把农业产业化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
展生态化”发展林业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产业。

该县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科技创新
为抓手，继续加强红枣产业建设，大力建
设群众积极性较高的低产园改造项目，进
一步提高产量和质量。三年来共完成红
枣(含核桃、枸杞)造林1.42万亩，实施红枣

低产园改造2.1万亩，红枣年均产量5000
万公斤，新建红枣保鲜库41间，重点扶持
建设陕西华和实业、神木陕北汉等红枣加
工企业，研发生产了红枣咖啡、红枣醋等
产品，以红枣为主导的林业产业基础日趋
坚实，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中
起到积极的作用。

夯基础 林业产业增效富民

神木县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多方筹
措资金，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林
业生态建设，三年来完成林业投资 9.3
亿元，造林52.7万亩，飞播造林（复播）4
万亩，绿化里程 339.1 公里，义务植树
318万株，村庄绿化34个，森林抚育6万

亩，沙柳平茬3.3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2017年，该县林业工作以创建省级
森林城市、建设美丽神木为主题，全年
将完成人工造林12万亩。其中，东山森
林公园景观绿化7290亩；神佳米高速公

路绿化2240亩、31公里；县城西出入口
绿化工程1000亩；生态公益林建设1万
亩；爱心工程林1万亩；黄土沟壑区杂果
园建设 3000 亩；红枣低产园改造 2 万
亩；义务植树 106 万株；森林抚育 1.28
万亩、灌木平茬 5.3 万亩；封山育林 2.1
万亩；村庄绿化7个村，全面建设良好生
态环境。

抓绿化 生态建设提质增效

兑政策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特别报道

市民在生态农场采摘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