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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
子巷开设的评谈说
理栏目，互动方式有
三种：注册微博齐鲁
(http：//tr.qlwb.com.cn)

“杠子头”织围脖；话
题投稿：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轰轰烈烈植树后，管理不能不跟趟儿
@柳清文

植树活动固然重要、轰轰烈
烈，但后期管理尤为重要。

笔者与一林业工人交谈得
知，有些植树活动范围很广，参与
人员众多，但由于植树操作过程
不得法，甚至个别人员把这种活
动当任务、应付了事，以至于出现
植树人员前脚走，园林工人后脚
跟着“收拾”，相当一部分植完的
树还要再次返工，挖出来重新植。
像这样应付差事，树木的成活率
可想而知。据那位工人讲，往往这
样的植树活动比较集中，数量比

较大，他们那里工人又较少，致使
后期管理工作很难跟得上，直接
影响了树木成活率，造成的损失
不言而喻。

笔者认为，对于每年的植树
活动，有关部门应提前拿出详细
的计划方案，具体到哪些片区、植
树数量、参与人员、后期管理等
等，都要有详实的计划，明确责任
分工，提出具体要求，必要时可举
办植树培训活动。对积极参与的
单位和个人，要纳入整体植树规
划，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下实施，

后期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定期施
肥浇水，有关部门不定期进行检
查督导，及时通报讲评，提高树木
成活率。对专业人员数量少与植
树多的矛盾，有关部门可采取就
近委托植树单位参与后期管理的
办法解决，待树木成活之后移交
给专业部门管理，从而缓解后期
跟不上的矛盾。

望开展“运动式”植树的同
时，不要忽视后期的跟踪管理，确
保树木成活，以实际行动让我们
的环境多些绿色、少些雾霾。

@
杠上花

在城市，“植绿”比“植树”更有效果
@功夫茶001

植树节，虽然只有一天时间，
但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每一天
都应该是植树和植绿的好日子。

我认为，在我们城市里，植树
的品种、数量和位置都应该有严
格规划，我们的单位、街道和家庭
都有能力和机会，通过“植绿”(即

种花种草)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比如，大家在积极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之余，企事业单位可以扩大
自己单位里的花坛面积，空闲地
面多栽树；街道办可以组织大家
在街头巷尾种树栽花；有条件的
家庭还可以在自己的楼顶、楼侧

墙种植一些常绿耐旱的植物，在
自己家里的窗台上多种些鲜花绿
草。

总之，植树是一种绿化，种花
种草也是一种绿化，对我们济南
市区而言，“植绿”比“植树”有着
更加广泛的效果和意义。

植树节，栽下树
保证成活才算数

让环境多些绿色，社区是重点
@flm

作为经常进出的居住地，小
区的绿化尤其重要。

笔者同学所住的小区，由于
车辆众多，无处停放，使得物业想
出了开垦绿地当停车场的法子，
实在是不可取，好在在众多居民
的反对声中终未成行。这种做法
看似方便了居民停车，实际上是
打着为业主考虑的幌子毁坏绿
地，如此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小

区绿化面积减少，风沙变多，使得
空气质量大大下降。这种行为要
毫不留情地制止，保护我们小区
的绿地环境刻不容缓。

像笔者所在的小区，情况要
好一些，绿地面积大，小草树木安
然生长，一到夏天浓密的树荫可
以为居民提供乘凉的好去处，也
让人感觉到生活在满眼绿色中，
是一种极为惬意的美好享受，使

人感觉到生活的希望，这也在无
形中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指数。早
在几天前，小区里一些空地上挖
了许多坑，询问得知，这是为植树
准备的。居民们由衷地奔走相告：
种树好，能净化环境。

保护绿地，能使环境变得清
新，这不光是保护大自然，更是在
保护我们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做
一个富有责任感的环保者。

@ 话题来源 这这个个冬冬季季，，雾雾霾霾深深深深地地刺刺激激着着我我们们的的喉喉咙咙、、我我们们的的心心灵灵。。

环环境境质质量量与与我我们们的的生生活活息息息息相相关关，，环环境境保保护护成成了了越越来来越越多多人人

的的共共识识，，又又一一个个植植树树节节快快到到了了，，我我们们该该做做些些什什么么呢呢？？

@ 精论

@ 打油
@李梅杰

植树节，栽下树，

保证成活才算数。

如果光栽不管理，

植树最终成植“数”。

@郭汉杰

植树造林搞绿化，

美化家园意义大。

净化空气效果好，

控制扬尘挡风沙，

眼看又到植树节，

全民应该都参加。

多种包活树成林，

家乡才会美如画。

@爱，不释手

雾霾天气频出现，

导致出行极不便。

空气质量常爆表，

人们急盼艳阳天。

环境保护不容缓，

植树造绿首当先。

低碳出行落实好，

制度保障很关键。

@laoguo

雾霾弥漫成祸殃，

污染空气把人伤。

都知灾害是人祸，

弥补整治理应当。

治理排放是首位，

控制改善别彷徨。

春季绿化更重要，

多多种树是良方。

大树老树是泉城的宝贵财富
@婷

小时候家住在经七路与大纬
二路的交叉口。这里通往八一立交
桥的路段至今还保留着过去的一
些老树。如今这些树都已成为参天
大树，郁郁葱葱，如盖的绿荫为市
民遮挡出片片清凉，成为周边市民
夏季漫步与纳凉的好去处。

记得当年经七路和泺源大街
路段也有很多这样的大树，但在
经七路改造时被砍掉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些小树苗。因此，这段路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阴凉。虽然

改造后道路建设得平整宽阔，花
坛里花草也很多，但在炎热的夏
季因为缺少了绿荫的遮挡使这段
路少了很多人气。市民宁可绕行
经六路、经五路等其他路段也不
愿在宽阔的路面上顶着太阳前
行。

其实，真正的绿化美化道路
不仅要有美丽的花花草草，令人
赏心悦目，更要坚持“以人为本”
的原则，真正考虑到市民的出行
需求。比如，在炎炎夏日能为路人

遮挡出绿荫，树木能及时修剪不
带来安全隐患等。建议济南多保
留一些像大纬二路、马鞍山路等
街道上的老树，让这些树木在为
人们带来丝丝清凉的同时净化我
们的空气。这些树同样是咱们泉
城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市民
的心中弥足珍贵。

又一个植树节就要到了，希
望我们的市民共同参与到城市的
绿化建设中来，用我们勤劳的双
手，栽下更多的绿荫。

@huangueimin 明湖东路建成
初期种的行道树，多少年了，至今
还没有形成树荫。除了因树种不合
理，三年后又重新更换树种以外，
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百分之六十多
的成活率。第二年补种上的树，照
样死掉了大约三分之一。所以，城
市绿化应该提高的是种树的成活
率，应该改变的是年年种树不见荫
的现状。

@智者取心 每年植树节，新
闻媒体都会大张旗鼓地报道植树
的数量，对于市民来说，我们关心
的是植树的成活率，而不是一味地
追求植树的数量。树好植，数好凑，
关键在浇水和呵护。

@陶玉山 必须坚决克服植
树“应景”和“演戏”的浮躁浮夸作
风，推崇实实在在的植树行动。不
仅看植树的数量，更要看植树的质
量。把每棵树的管理责任落实到
人，加强树木的后期管理保护，在
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工夫，对那些只
管栽树，不管成活的行为必须坚决
制止。

@田华 每到植树节，人们
都会拥向南部山区、水库以及植
物园参加植树活动，轰轰烈烈地
去，快快乐乐地回，至于所栽树
苗是否成活却少有人问津。不要
再搞这样的形式主义了，从身边
做起，由各街道办及居委会组织
社区居民就近选址植树、美化社
区，并选专人护理，落实到每一
棵小树苗，也让这些随处可见的
小树苗时刻提醒人们雾霾天气
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雪樱 让植树节不再是“植
树劫”，需要园林部门的与时俱进，
让市民在平日里、在家门口就能参
与到城市的绿化中来。同时，不定
期地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逐渐深化
大家的环保意识，让爱绿护绿成为
一种生活习惯。

@心遗忘de节奏 一年种24棵
树才能抵消一辆车的碳排放量。所
以首先要解决“减排”的问题，再谈
植树问题。目前的空气质量的糟糕
程度已经来不及让我们慢慢转变思
想了，当务之急是要运用法律的、行
政的强制手段尽快减少空气污染。

@小榆树 “自强不吸”不是
一句调侃，而是对环境污染的无
奈！人类改变了大自然，也用极端
方式破坏大自然。如果只做“治标
不治本”的动作，说到底种多少树
也没有用。因为种多少树也赶不上
砍伐的速度，种多少树也赶不上空
地被工业化的进程！

@韩桂香 你只看到我的绿
色外衣，却没看到我天天呼吸汽车
尾气；你扼杀我的明天，我坚持活
出今天的精彩；你嘲笑我不能永远
郁郁葱葱，我可怜你也是受害者。

@云飞扬 城市规划与建设，
政府都应将公共绿地指标有效量
化，对城市道路、办公场所、生活住
宅区等的绿化，都应该制定科学合
理而又具备强制性的措施与规定。

亲历
@胡杨树 记得上学的时候，

每年植树节学校都组织去山坡栽
树，工作人员都给挖好了坑，我们只
需要把树栽上。有时候工作人员害
怕我们在山上乱跑出危险，只是让
我们浇浇水，我们不但没帮上忙还
添了麻烦。树立环保意识从学生抓
起初衷是好的，只是希望植树节植
树不是走形式，而是落到实处，让学
生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林毅 这个冬季，雾霾天气
给我们每个人上了一次环保课，保
护环境从现在开始。正月初七上班，
我发现单位西墙根有一块闲置的空
地，便利用业余时间，找来小推车，
平整地面，推土垫地。过几天，大街
上有卖树苗的，我要选择几棵绿化
树栽上。让周围多些绿色，请从身边
做起。

@刘丽A 我多次参加单位
组织的植树节活动，植下的树苗
长成什么样也从未过问，每年都
是栽下新的树苗。估计像我这样
只管栽不管成活的植树人不在少
数。面对雾霾现状，植更多的树来
保护环境十分重要，但是管理保
护好这些树木更加重要。希望能
有更多的市民和单位能够参与到
管理保护树木的工作中来。让我
们栽下的树能够茁壮成长，担当
起保护城市环境的责任。

@台柱子 雾霾之中，我们不
敢出门，怀念蓝天；雾霾之后，我们
想起了植树，想起了森林。我曾经
积极参与过植树活动，没几年那一
片树林就变成了庄稼地。如果那些
树长到今天，就是一片绿荫，如果
一片片绿荫都能成活，那就是一片
森林。

@马卫 自家住的小区里，
近日看到挖了许多坑，原来是物
业方面打算让居民自发参与进
来，共同打扮居住的家园。过了两
天，我还看到楼道门口贴出了通
知，大体意思是有意向参加植树
的家庭可以报名，大人及孩子都
可以参与。觉得这个活动不错，让
孩子也能通过植树体验劳动的快
乐。

@

格本期杠子头

【柳清文】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统计,

柳清文获本期“杠子头”称号,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其他见报作
者将根据稿件长短及质量分别
获30元、20元肯德基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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