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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叶常欣 1 郑慧萍 1 彭桂彩 1 毛达民 2 *
渊 浙江省遂昌县牛头山林场袁浙江遂昌 3233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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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林业局冤

摘要 实施野一村万树冶建设袁对全面提升村庄绿化水平尧美化人居环境尧促进农民增收尧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本文
结合当前遂昌县开展的野一村万树冶三年行动袁阐述了其主要做法袁从规划设计尧种苗保障尧资金投入尧绿化管护等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
并提出了村庄绿化的发展对策袁以期进一步推进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建设袁实现改善村庄的人居和生态环境尧全方位提升村庄品质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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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野一村万树冶三年行动袁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袁对于统筹城乡绿化尧美化人居环境尧促进
产业发展尧弘扬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近年来袁遂
昌县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关于乡村绿化的一系列决
策和部署袁乡村绿化成效明显袁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遥但
是袁村庄绿化美化仍然是国土绿化中的薄弱环节袁城乡绿化
美化的不平衡尧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林业的多样化需求之间

22 个遥示范村主要有北界镇苏村等袁推进村主要有妙高街道

金岸村等遥根据浙江省野一村万树冶示范村建设验收标准袁结
合野美丽幸福大花园冶野美丽乡村冶建设要求袁从 3 月春季造
林开始就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袁新植珍贵尧彩色尧乡土树为
主的绿化美化树种 10 000 株以上或者人均 10 株以上袁其中
珍贵树种比例达到 50%以上袁形成一村一品尧一路一景尧一
树一业的乡村绿化美化和林业产业发展格局遥

的矛盾依然存在遥因此袁切实抓好野一村万树冶建设袁对助推

2.2.1

乡村振兴战略尧实现野绿化美化一方袁藏富造福一村冶的目标

结合野大花园冶和野美丽乡村冶建设袁在村庄原有绿化基础上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在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

采用珍贵与彩色树种搭配尧绿化与造景相结合袁充分利用农

设思想尧牢固树立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和绿色发展理

村的空闲地尧边角地尧庭院地补植造林尧见缝插绿袁通过绿化

念的时期下袁应因地制宜袁科学规划袁完善机制袁按照高标

的提升袁达到持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目的遥

准尧高质量尧高水平的建设要求袁扎实做好尧做优尧做美野一村

2.2.2

万树冶工作袁实现村庄绿化的可持续发展遥

契机袁大力宣传和普及森林生态文化袁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

1 遂昌县基本情况

以推进乡村绿化建设为目的遥以野一村万树冶为载体袁

以弘扬森林生态文化为主题遥以野一村万树冶行动为

的生产生活方式遥充分挖掘文化内涵袁推进古树名木认养尧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袁东邻松阳尧武义县袁南接龙

挂牌等管护工作遥把森林文化融入乡规民约之中袁充分挖掘

泉市袁西连江山市及福建省浦城县袁北毗衢州市衢江区尧龙

乡村本土人居文化袁尽力将这些文化元素整合到乡村绿化发

游县及金华市婺城区袁地处东径 118毅41忆耀119毅31忆尧北纬 28毅

13忆耀28毅49忆袁是浙江省钱塘江和瓯江 2 个水系的源头 地

展中来袁全面推动森林生态文化的广泛传播[2]遥
2.2.3

以建设成效为目标遥通过三年行动的第一年创建袁全

区遥遂昌县林业用地总面积达 22.17 万 hm 袁占土地总面积的

县在 6 个示范村和 22 个推进村中共栽植各类绿化苗木

蓄积量 1 007.63 万 m3曰森林覆盖率达 83.47%袁居浙江省前列遥

种植的主要树种有木荷尧榉树尧红豆树尧枫香尧南方红豆杉尧

2

渊25.40 万 hm2冤87.3%袁活立木总蓄积量 1 16.91 万 m3袁乔木林
2 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建设的主要做法

2.1

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三年行动

2018 年 3 月袁叶浙江省野一村万树冶行动计划曳开始付诸

实施遥遂昌县精准定位袁规划引领袁组织专家科学编制叶遂昌
县野一村万树冶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方案渊2018要2020冤曳袁计划

23.66 万株袁其中珍贵树种 12.51 万株袁其他树种 11.15 万株遥

浙江楠尧银杏尧杨梅尧桃树等袁建设任务按时尧全面尧保质尧保
量完成袁全面实现了乡村的绿化提升遥
3

遂昌县开展野一村万树冶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可用于绿化的地较少袁农民的植树意识不足

野九山半水半分田冶的遂昌县地形地貌决定了村庄绿化

用 3 年时间在全县 20 个街道尧乡镇范围内实施野一村万树冶

用地总量不足袁还有不少农户对野一村万树冶思想上认识不

树种尧彩色树尧乡土树种袁着力构建覆盖全面尧布局合理尧结

后 20 年以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一空曰农户家门口尧路边零

绿化行动袁即在 1 个行政村新植 1 万株树袁大力种植珍贵
构优化的乡村绿化体系[1]遥到 2020 年全县建成野一村万树冶

示范村 20 个尧推进村 73 个的目标任务袁其中 2018 年示范
村 6 个袁推进村 22 个曰2019 年示范村 7 个袁推进村 27 个曰

2020 年示范村 7 个袁推进村 24 个遥
2.2

2018 年野一村万树冶建设

2018 年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共实施示范村 6 个袁推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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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遥长期以来袁村民的植绿尧爱绿尧护绿的意识淡薄袁房前屋
星地块都以种植蔬菜为主袁绿化与生产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遥
3.2 绿化设计和种苗保障上尚有欠缺
绿化设计缺乏一定的科学性袁没有结合山区县特有的乡
村山水林田的自然特征袁而是效仿城市园林的特色袁照抄照
搬袁丢失了乡村原有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风貌[3]遥野一村万树冶
涉及种苗品种渊规格冤尧数量众多袁本县种苗基地难以全部供
应如此大规模的苗木遥
3.3 投入资金短缺
遂昌县财政有限袁政府和林农能投入林业建设的资金

叶常欣等院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极少遥2016 年省消薄办确定遂昌 203 个行政村中有 97 个村

各种宣传途径进行广泛宣传袁让农民深刻认识到野一村万树冶

为集体经济收入薄弱村遥野一村万树冶建设中大苗尧珍贵树种

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袁让农民成为绿化建设的真正受益主

比例很高袁投入较大袁需要有当地的财政配套和民间资金注

体袁只有农民从中受益袁才能进一步保障绿化建设的效果[7]遥

入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项目的推进遥

4.5 适地适树袁注重综合效益

野一村万树冶建设是百姓身边的增绿行动袁更是助推乡

3.4 管护意识和措施仍需增强
由于野一村万树冶行动是一个全新的林业建设项目袁在传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遥在引进景观效果尧经济效益尧生态功能

统的村规民约里几乎没有专门与此对应的管护条约袁应将森

俱佳的树种的同时袁要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遥正确选择树种

林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袁提高村民植绿尧护绿尧爱绿的意识遥

关系到绿化成效的快慢尧绿化质量的高低及绿化效应的发

4

挥袁是决定村庄绿化生态尧景观效果和后续管理支出的重要

对策

4.1 科学规划设计袁强化技术指导袁体现特色亮点
规划是龙头袁科学编制符合乡村绿化建设的方案袁可以
确保乡村绿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遥村庄绿化应该与城市相异袁
[3]

有浓郁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 遥要切实加强示范村规划设计袁
[4]

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衔接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尧合理性遥注重
把野一村万树冶行动与土地综合整治尧农房改建尧乡村产业发
展等相关规划衔接遥林技人员要加强技术指导袁推广先进适
用的绿化技术和种植模式遥
4.2 坚持因地制宜袁体现地方特色

因素[8]遥同时要将绿化美化与发展林业产业紧密结合袁积极
发展野一亩山万元钱冶等林下经济模式和森林人家等森林休
闲养生旅游袁引导乡村绿化美化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遥
4.6 坚持科学植树袁加强种管并重袁提高建设质量
植树造林野三分种尧七分管冶遥在选择苗木时袁要多用五

年生以上尧地径跃4 cm 的优质苗遥认真按照一个行政村新植
10 000 株以上或者人均 10 株以上尧珍贵树种比例达到50%

以上的要求开展建设遥只有绿化规模的数量扩大化袁才能
发挥生态功能袁才能保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尧生境和生态系

村庄是一个特殊形态的区域生态系统袁村庄绿化景观通

统多样性 [9]遥加强技术指导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袁将绿化管

过农田尧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袁向人们展示了人工

理尧树木养护等有关要求在村规民约中加以规范袁建立长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5]遥野一村万树冶建设要充分利用和体现

效管理机制袁进一步落实管护责任和经费袁切实巩固绿化美

遂昌山区农村的地形地貌特点袁结合树种选择原则袁采取多

化成果遥

样化的绿化布局方式遥要结合遂昌千年古县的历史文化和民
风民俗袁营造富有人文寓意的文化森林袁让每棵树尧每片林
成为忆乡愁的场所遥
4.3 积极探索社会投融资模式袁增加资金投入
坚持整合资源袁不断加大投入袁要发挥政府资金在野一
村万树冶行动中的引导作用袁由此带动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
参与建设遥紧密结合美丽大花园尧美丽乡村尧人居环境整治尧
小流域生态治理等工作袁充分抓住省里加大政策支持的有利
时机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金袁积极探索社会投融资模式袁
多渠道争取资金投入遥
4.4 广泛宣传袁提高认识袁巩固绿化成果
农民是野一村万树冶行动的主力军和直接受益者袁在村庄
绿化的过程中袁既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袁更要突出农民在
村庄绿化中的主体地位[6]遥充分利用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尧宣传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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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补充养分才能保证油茶丰产遥大年的施肥主要以磷肥尧钾

通风透光条件袁提高了产量曰对于品种低劣的油茶低产林袁

肥为主袁小年适当增加复合肥尧氮肥的施用量遥秋尧冬季施肥

可采取高接换冠尧嫁接良种等方法进行改造袁郎溪县一般嫁

种类主要选择有机肥袁其余季节主要选择速效性化肥遥油茶

接的最佳时间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袁为了避免温度过高

属于不耐肥的植物袁尤其是氮肥袁要适当控制施肥量遥油茶

造成接穗的死亡袁可在保湿袋外搭建遮阴棚袁嫁接后加强看

林内可适当间种大豆尧花生等作为绿肥袁一方面可以提高土

护袁避免鸟尧牲畜等危害袁及时将嫁接口下面萌发的枝蘖抹

壤的保温尧保湿能力袁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熟化土壤的作用袁提

除袁为接穗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曰对于林龄过大的衰老油

高土壤肥力水平遥

茶林袁可结合实际情况将衰老植株清除干净袁选择良种进行

3

更新造林袁一般选择二年生的嫁接苗袁之后 1耀2 年内做好劈
草等抚育工作袁劈草工作一般每年在梅雨后尧9 月左右分别
进行 1 次袁经过精心管理后有的当年即可形成花芽遥
2.3 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油茶林开始结果后袁一般常年植株上都有花果袁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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