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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龙和他的绿色山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长江大保护
十大标志性战役

吴紫芬 刘庆云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他是村里第一个种苗
木的人，靠着苗木基地他建
起了千亩绿园；他是百年古
树迷恋者，靠着古树他打开
了一个绿色世界……他就
是咸安区向阳湖镇甘棠村
10 组村民胡光龙。近日，记
者来到甘棠村，探访胡光龙
与他的绿色山庄。

放下教具回家种绿
手拿镰刀，身穿长袖长裤，脚踩一双
满是泥土的胶鞋，眼前这位一身农民打扮
的人，
便是胡光龙。
胡光龙的“绿色山庄”位于咸安向阳
湖镇内。只见，弯曲幽静的乡间小路被绿
树遮盖，屋前成行的绿植形态各异，屋后
楠竹成片在微风中摇摆。站在 5 层楼的
乡间大别墅上，遥望四周，千亩绿色苗木
绿意盎然。

甘棠村村民依山傍水而居，祖祖辈辈
都以种地为生。胡光龙是甘棠村土生土长
的村民，
父亲在他 5 岁那年饿死于家里，
母
亲随后改嫁，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后来住
房也在一个雨夜中倒了，他家成了村里第
一批贫困户，
村里照顾他，
送他上了学。
1974 年，胡光龙高中毕业后，到当时
的甘棠小学教书。他本打算就这样安稳
度日，谁料，1983 年，胡光龙的妻子突然

生病无人照顾，田地也无人看管，他不得
已辞掉教师工作，
回乡务农。
那时，胡光龙刚好有个同学也辞职在
家做生意，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发
家致富。胡光龙先后试着学建筑、学养
鸡、做茶叶生意，但最后都因成本过高而
放弃。
重新回到田里种地的胡光龙，经常会
在田间发呆。他在想，
父亲被饿死，
并非因

为父亲不勤劳，
也不是因为技术差，
而是因
为父亲不敢闯，光指望着望天收的稻谷过
日子，
才导致如此后果。
“不行，
只有换个思
路，
地里才能长出金豆子。
”
胡光龙想。
一次，在朋友家里听收音机，胡光龙
听到一则新闻：浙江那边有一个村庄，一
村人都种苗木。胡光龙心里一亮，种林造
绿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还可赚钱。他
买来很多书，开始研究种苗木的事。

拿着格尺门口造绿
第一次种苗木，胡光龙心里没有底，
便准备试试容易成活的小叶女贞。胡光
龙怀揣绿色希望，花掉家里仅有的 20 元
积蓄，买了一把小叶女贞，种进了自家门
口的稻田里。
为了保证存活率，胡光龙天天看，日
日望，按照书上教的养，结果成活率还是
很低，
80 多株小叶女贞只活了十几棵。
因为曾经当过老师，胡光龙特别喜欢
看书。他每周到新华书店，看一切关于苗

木种植的书。在书中，他找到了答案。原
来小叶女贞对阳光、土壤都有严格要求，
特别是幼苗期内。
胡光龙种苗木，做得最多的事便是
蹲在家门口，盯着苗木看，他找出教书时
用的放大镜和格尺，每一天都记下苗木
的变化和长势。在田里，拿着放大镜和
格 尺 的 胡 光 龙 像 个 老 师 ，又 像个学者。
废寝忘食的他，让妻子一度认为他可能是
疯了。

胡光龙的妻子说，他就是入了魔，有
时候还跟苗木说话，甚至说梦话都是苗
木。
苦干不如巧干，胡光龙不仅关门研
究 ，还 走 出 去 学 习 。 他 走 遍 了 浙 江、湖
南等十几个村落，学习苗木种植技术。
这期间，他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掌
握小叶女贞的扦插、嫁接技术。胡光龙在
试验田里有了收获后，便将村里荒废的农
田租赁下来，发展苗木基地。2013 年，他

成立了湖北新景园林有限公司，苗木基地
逐渐发展到了 1000 亩。
成片的苗木基地让胡光龙家里过上
了好日子，也让他有了一个绿色梦。那
就 是 ，带 动 全 村 人 一 起 种 苗 木 ，让 原 来
缺吃少粮的贫困村披绿装。这期间，他
免费将苗木提供给村民们，还将技术倾
囊相授，他成了村民心中的热心人。而
他说：
“ 村 里 人 供 我 读 书 ，我 要 知 恩 图
报。”

善待古树用心养绿
不仅发展苗木基地，胡光龙还是位古
树养护爱好者。
5 年前，甘棠村扩建道路时，一棵无人
管理、直径达 1 米的古树拦住了修路队
伍。胡光龙知道，这是棵百年红果冬青，
便直接将其带回了基地。
这之后，这棵古树成了胡光龙的心头
爱，除了日夜看护，浇水、滴营养液样样不
少，光滴营养液就花了胡光龙近万元。古
树的树根老化，移动后恢复很慢，胡光龙
没有放弃。书上说，古树移栽一年后便能

重新长出新叶子，但一年又一年，这棵古
树树叶的样子依然没有变，一直等到第三
年春，
古树才重新焕发生机。
这次护理古树的经验，让胡光龙对养
护古树的兴趣越来越大。一次，他从宜昌
的大山里，移栽了一棵百年古树。
那是一棵直径 80 厘米的巨型紫荆花
树。满心欢喜的胡光龙从宜昌回到家，期
盼着这棵紫荆花在他的养护下重新开出
花朵。可第二天，他再次看到这棵紫荆花
时，发现根皮在运输途中已被损坏，虽然

日夜看护，可还是在 7 个月枯死了。看着
枯干的古树，心痛至极的胡光龙一个晚上
没有睡，自责的他暗下决心，以后再移栽
古树时，
一定要亲力亲为。
因为喜欢养护古树，他再次成了村里
村外的名人。目前，胡光龙种养了近十棵
古树。有人曾开高价要买这些古树，可胡
光龙却笑称：
“这是他的命，
不会卖的。
”
为了更好地养护这些古树，为古树提
供更原生态的养护环境，胡光龙增加了苗
木基地里的品种，不仅种有桂花、红叶石

楠、楠竹、杏、杜鹃等几十个常规品种，还
先后引进了日本红枫、玉珍松等名贵品
种。64 岁的胡光龙还在不断开辟试验田，
他说，
“ 想建一个花棚，种上紫薇、红叶石
楠、樱花、羽毛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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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市水务局副局长刘应武带领市水政监察
支队、嘉鱼县水政大队相关负责人，开展长江咸宁段暗
访巡查。
上午 9：30，执法人员驱车沿簰洲湾下横堤逆流而上
巡查，重点检查了后院闸、团洲夹等重点水域。后于簰
洲海事码头登艇继续向上游巡查，分别检查了嘉鱼县三
个非法采砂船集中停靠点簰洲、潘湾、神州堤及白沙洲、
护县洲夹江。
行动于下午四点左右结束，长江咸宁段水事秩序正
常，集中停靠点的 15 艘非法采砂船只监管到位，敏感交
界水域及夹江夹套未发现非法采砂船只。
刘应武介绍，此次暗访巡查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我市
2018 年采砂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巡查行动指向性
明显，直奔交界敏感水域及易发生非法偷采、非法停靠
的夹江夹套。
今年上半年，在市县两级的共同努力下，我市严厉
打击非法采砂和非法停靠行为，1 月至 7 月全市共开展
河道采砂管理巡查 971 次，出动执法船只 217 余艘次，出
动执法车辆 1090 车次，出动执法人员 4562 人次，多部
门联合执法 60 次，依法对 95 艘采砂船只进行了调查处
理，现场拆除机具 55 套，
驱离非法船只 200 余艘。
“市级对长江明查暗访巡查 54 次，平均每月 7 次，
是规定巡查次数的 7 倍。市县联合行动 14 次，平均每
月 2 次，是规定巡查次数的 6 倍。”刘应武称，经过从重
从严处罚、拆毁采砂机具、强制押送离境等强力打击措
施，我市 128 公里长江江段，基本扫清滞留在我市境内
的外籍非法采砂船只，使我市长江非法采砂得到有效
遏制。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严打非法采砂工作存在
“三无”船只管理责任主体不明、对流动作案监控难度较
大、对扣押采砂船舶处置难度很大、缺少执法趸船等难
点。但市水务局将通过严格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巡查、
提升队伍能力、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涉砂船舶综合治理
等方式，进一步加大非法采砂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发现
一个打击一个，
保护绿水青山。

绿 事 播报
通山县

改造升级凤池山森林公园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报道：连日来，通山凤池山
森林公园忙碌非凡，工人在路边修葺道路，给平静的公
园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据悉，凤池山森林公园升级改造工程总投资约 3 千
万元，改造面积有 666 万平方米，将用一年时间，建设打
造凤池山森林公园植物园、翠屏古刹、牛头塔，以及红色
文化四大景点。
该工程是县委、县政府十大民生工程之一，将重点
解决游步道狭窄，道路两侧绿化、亮化不够、排水不畅、
休闲场所缺少等问题，今年春节前完成一期。届时，通
山城区市民不仅可以爬山健身，还可观赏植物园，欣赏
落日余晖。这里将成为市民最受欢迎的室外休闲场
所。

嘉鱼县鱼岳镇

推进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连日来，嘉鱼县鱼岳镇各
村制定秸秆禁烧巡查专班表，在辖区内积极开展秸秆禁
烧巡查，
并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
该镇制定了禁烧与大气污染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方
案，健全完善了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责任到人，严防死
守，昼夜巡查，及时发现焚烧苗头，及时处理焚烧现象。
同时，加大宣传报道力度，通过镇、村广播播放宣传
材料，悬挂横幅标语，驻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讲解等方
式，多角度、全方位对秸秆焚烧危害及相关法律常识进行
广泛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禁烧秸秆的法律意识。
据悉，去年该镇投入资金 20 万元用于露天禁烧工
作，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实行全镇 23926 块、46500 亩耕
地秸秆露天禁烧的巡查打击全覆盖。

通城雁塔休闲广场

一步一景美如画
21 日，记者在通城县城区航拍雁塔休闲广场的场面。该
项目位于隽水、秀水两河交汇处，总面积 21000 平方米，绿化
面积 12000 平方米，主要由雁塔、六尺巷、休闲广场、数字化城
市管理指挥中心四个部分组成，总投资 3000 万元，于今年元

马丽

月建成投入使用。
步入广场，这里绿地林木吐翠，移步换景美如画，让人赏
心悦目，成为当地市民进行文化生活、休闲健身又一好去
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通城县

守护好一泓碧水

画里话外

本报讯 通讯员陈超报道：14 日，通城县委书记、隽
水河县级河长熊亚平率水利、环保、农业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对隽水河进行全面巡查，深入了解河道水质、河道
保洁、河道采砂等情况。
巡查活动座谈会上，县水利局汇报了隽水河河长制
推进情况，隽水镇、五里镇、马港镇分别汇报了各自属地
的河湖库长制推进情况。
会议强调，隽水河各分段河长要认清形势，严格落
实河长巡查管理制度，及时清理建筑生活垃圾，严厉打
击非法采砂行为，严格管理、合法采砂、有序采砂，并同
步进行生态性修复。在建设沿河道路的同时，启动可数
字化河道监管工作，以摄像监控等技术手段加大巡查监
管力度，不断改善河道环境和人居环境，为市民打造一
个宜居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