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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绽新绿

绿 事 播报

—— 咸安区大坪村古树保护纪略
图/文 记者

李娉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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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禁渔期非法电鱼行为

许姣

本报讯 通讯员甘源报道：近日，崇阳县水产局渔政执
法人员在隽水河河道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电力捕鱼案 2
起，执法人员对其非法电鱼设备全部依法予以暂扣，并责令
其在规定期限内到水产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4 月 1 日，该县发布了禁渔通告，明令禁止禁渔期内从事
一切捕捞活动。之后，县水产局渔政执法人员加大巡查力
度，重拳打击禁渔期非法电鱼行为。
针对违法电鱼昼伏夜出游击作业现象，县渔政部门采取
24 小时轮班巡查、岸边路口蹲点值守、不定时突击行动及群
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电鱼、非法捕捞等破坏渔业
资源、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下一阶段，水产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采取联合检查与
交叉检查相结合，巡逻检查与蹲点检查相结合，白天巡查与
晚上突查相结合等灵活有效的监管方式，严厉打击电鱼、非
法捕捞等违法行为，确保渔业稳定持续发展。

这棵老槐树 240 岁；这棵榔榆 200 岁；这棵槲栎 260 岁；相比之下，这棵细叶青
冈栎还算年轻，
只有 160 岁……
5 月 5 日，在咸安区汀泗桥镇大坪村村主任晏海辉的指引下，我们体验了一堂生
动的植物学课程。
这众多的参天古树，是如何躲过战乱期间流弹的威胁、躲过大炼钢铁时期的逢
树必砍呢？如今，他们依旧保持勃勃生机，那恣意盎然的绿意，似乎在述说着与大坪
村村民相依相护的渊源与情谊——

一百棵古树，
演绎传奇
5 日上午，汽车从温泉城区出发，上
南外环，一转弯，甩开城市喧嚣，沿着盘山
公路，行程 37 公里，来到了汀泗桥镇大坪
村。
但见山峦连绵起伏，山腰水库波光粼
粼，村落古朴静谧，铺陈出一幅青山碧水
的田园风光。而最醒目的，当属那些远远
望去就十分抢镜的古树，他们气度不凡，
浓荫舒展且种类繁多，星罗棋布于山间。
古树，一般是指树龄 100 年以上的树

木。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植物资源、风景资
源，是古气候、古地质等环境变化和人类
历史活动的见证者，被人们誉为具有生命
的
“活文物”
。
“我们这儿称得上古树的有将近 100
棵，最老的是一棵槲栎，足有 260 岁。”大
坪村村主任晏海辉自豪地介绍说，这里的
古树主要有槲栎、细叶青冈栎、三角枫、榔
榆、梾木、朴树、槐树等品种，2010 年退耕
还林时被发现、并经林业局相关专家论证

确认树龄。
如今村民保护古树的意识增强了，大
家把古树当做祖辈先人留下的“绿色古
董”，自觉呵护，让它在大自然里绽放奇光
异彩。
“树老成精啊，我们善待它，它也会回
馈我们。”在大坪村历任 43 年村支书的吕
文清，虽已 68 岁，观念却很赶趟儿，他说，
大坪村开发旅游事业，这些“绿色古董”，
就是其中一个主要
“卖点”
。

浮山办事处

组织党员清理陈年垃圾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余茜报道：从三月起，浮山办事处
各村、社区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党员清理陈年垃圾活
动。
此次活动主要是针对浮山办事处辖区。活动过程中，党
员同志们个个热情、积极。
“ 作为龙潭村的老党员，只要组织
需要我，龙潭需要我，我都责无旁贷、挺身而出，冲在最前
头。
”8 日，党员刘忠和说。
此次“党员清理陈年垃圾”活动，既是对浮山办事处卫生
死角进行彻底清除的一次实际行动，也增强了党员的活力、
党支部的凝聚力。
据悉，今年 3 月到 5 月期间，结合“爱我家园”活动，浮山
办事处各村、社区纷纷开展党员清理陈年垃圾义务劳动活
动。此次活动参与的党员达 1024 名，清除陈年垃圾死角 24
处，清除陈年垃圾共计 20 余吨。

一湾子村民，
珍爱古树
大坪村二组组长余谋君，今年 63 岁，
他给我们转述了一些这样的故事：
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有位叫
余祥荣的老人，经常给大家“讲古”，其中有
件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概在 1941
年，日本军人投放流弹，其中一发朝向大坪
村。
“ 就在大家以为就要遭殃的时候，流弹
被山上那些高大的古树树枝一挡，居然没
炸响！从此，村里人把这些古树当成自己
的吉祥物，倍加爱护。
”

1958 年，
“ 大跃进”时代，很多地方的
树木都被砍了用为大炼钢铁，大坪村的这
些古树，也被当时的大队干部瞄上了。余
谋君的妈妈程金元得悉此事，二话没说，邀
约了一帮子左邻右舍，齐齐冲到山林里，大
声“宣告”：古树是乡邻们的救命恩人，要砍
树，除非人不在了！
许是乡亲们的坚决唬住了那些起意砍
树的人，历经岁月沧桑的古树们，就这样度
过劫难。

余谋君讲述时，
该村一位上了年纪的老
人补充说：
“听老人讲，
很久很久以前，
这山里
常常刮起一阵阵怪风，
屋顶的瓦片都会被吹
走，
后来有了这些大树，
才风平浪静……”
“说起林子里这些古树的故事，
村里的
老人能讲几天几夜。
”
晏海辉说，
这些古树的
代表意义既是该村前辈生命的延续，
又是代
表着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之树、
旅游之树、
和谐
之树、
希望之树。
“无论谁、
以什么样的理由来
破坏古树的枝繁叶茂，
村民们都不会答应。
”

通羊镇

打造环城绿色观光带

一群热心人，
出谋献策
“过去，村里人守着一林子古树，却过着吃
国家‘救济粮’的生活。”说起过往，村支书吕文
清语气沉重。大坪村地处偏僻山区，因交通不
便、土地贫瘠、四季缺水而世代贫困，是咸安全
区 21 个重点贫困村之一。
落后的状况从 2006 年开始改变，当年，吕
文清多方筹款，带领大家修建了村里的第一条
水泥公路。渐渐地，在各级政府的指引下，一群
群热心人来到村里，因地制宜地设计了相关方
案，帮扶村民脱贫致富。特别是该村拥有的古
树资源，引发更多人的关注。
吕文清介绍说，在咸安区人大驻村工作组
的支持下，该村决定，深度激发当地绿色能量，挖
掘以古树为主的旅游资源，让曾经一次又一次庇
护村民的古树群，再次带给村民以希望与幸福。
“我们多方筹资，拉通大坪出太乙洞风景

区、大坪出鸣水泉风景区两条林区公路，打通并
缩短大坪村走出山门的致富路，让村民进城缩
短了 17 公里、23 分钟的路程。打算把温泉、太
乙洞、吕仙洞和鸣水泉几个景点串起来，形成一
个连贯的乡村旅游景点区域。这样，村民就真
能实现靠山吃山的梦想了。”
为了这一梦想的实现，吕文清琢磨着，要把
古树周边的杂草进一步清理干净，在其间铺一
条长 340 米、宽 1.5 米的青石板路，再制作一些
有关古树历史文化传说的手册，
“到时候，古树
将又一次成为村民的守护神。”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谢武兵报道：10 日，在通山通
羊镇沙堤村核电公路沿线，
一片葡萄园格外吸人眼球。
当日，葡萄园负责人刘军介绍，这片园子有 500 亩，主要
以种植葡萄、草莓、火龙果、西瓜、瓜蒌等品种为主，依托隐水
洞、富水湖景区旅游路线的生态环境优势，打造休闲采摘和
农业体验观光园，
葡萄园将在本月下旬正式开园。
据了解，该镇有 20 个村湾沿核电路、绕城路、工业路分
布，交通便利，人流密集，该镇审时度势，依托富水河、隐水洞
旅游资源以及交通优势，打造环城特色农业绿色观光带，带
动附近农民增产增收。
目前，该镇公路沿线有 5 个村发展葡萄、火龙果、瓜蒌观
光采摘，以及莲藕种植体验中心，共形成 4000 余亩的规模，
形成了沙堤、寨下、赤城、港口等绿色特色养殖明星村，其中
总投资 1.2 亿元的赤城水果采摘观光庄园、总投资 5000 万元
的仙农山庄，将持续助力该镇环城绿色观光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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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非法洗砂采砂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支队报道：5 日，崇阳县河道管理领导小
组联合市水务局，对陆水河崇阳段上游的隽水河道进行大规
模集中整治行动。
近年来，为确保生态环境和河道行洪安全，推动河道管
理工作，崇阳县大力宣传水行政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开展巡
查，对非法采砂(洗砂)行为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打击。但由
于河砂资源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受利益驱动，一些不法
人员顶风作案，有的在隽水河进行偷采、盗采，有的依河开设
洗砂场，既破坏了河床，又污染了环境，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
不良影响。
此次整治行动是由崇阳县政府精心组织，联合各相关部
门集中开展的河道采砂管理专项行动。整治行动共出动执
法车辆 12 台、执法人员 60 余人，现场取缔了非法洗砂场 3
个，拆除砂厂电力设施、采砂机械及洗砂设备。另对 2 个持证
采砂场下达了停业整改处理。责令砂场业主限期清理砂石
弃料，
平整场地，清除阻水围堰。

嘉鱼

新执法艇顺利完成首航

城区湿地公园
温泉城区人工湿地休闲公园位于玉泉路与双鹤路交汇
处，
总投资 180 万元，
是我市城区一颗璀璨的绿色
“明珠”
。
步入公园内，无论是在栈道上漫步，还是在桥面上赏
景，都可以看到满园的绿色。环顾湿地四周，这里绿

树成荫，芳草箐箐，微风拂过，绿色随风摇曳，令人浮想联
翩，流连忘返。
图为记者 9 日在公园内拍摄到的美丽画面。
记者 袁灿 摄

画里话外

本报讯 通讯员支队报道：8 日，嘉鱼县水政监察大队执
法艇“鄂水政监 43 号”正式下水，市水政支队、嘉鱼县大队联
合开展首航巡查活动。
该执法艇是嘉鱼县水政监察大队配备的第二艘执法艇，
主要用于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执法。该艇长 24 米，安装二台
350 千瓦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 18 节，可同时乘座 40 人，外
形美观，乘坐舒适，马力强劲，功能齐全，性能良好，配备有多
功能信号灯、高音喇叭。
“鄂水政监 43 号”执法艇的投入使用，将给打击长江非法
采砂执法工作提供了更安全的条件，执法力量得到进一步增
强。将为维护长江采砂管理正常秩序，加强河道采砂管理日
常监管，
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