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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龙夫妇是场里令人羡慕的一对，
不仅因为夫妻俩情比金坚，更因为两人都
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各自领域颇有建
树，默默为林业奉献一生。

1999 年，永安国有林场参与福建柏良
种选育试验研究项目，从省林科院引入福
建柏天然林和人工林，共129株优树种子进
行分系育苗。黄德龙夫妇负责此科研项目，
由此开始了与福建柏的情缘。

福建柏是我国南方特有珍稀濒危植
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经济价值与
杉木媲美。但它既不像杉木对地力有高要
求，也没有马尾松有感染松材线虫病的困
扰，对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的社
会效益。

经过21年的选育，他们的努力终于有
了成果：这批优树种子成功实现单株立木
材积遗传增益 20.93%～68.07%，无论生长
周期还是树高，都远远超出其他单株。这让
夫妻俩喜出望外。

最终，黄德龙夫妇参与的这一系列项

目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8年12月，他们培育的成果还被审定为
福建省林木良种。

在永安国有林场还有很多“黄德龙”的
身影，正是有了这些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
林场在科技兴林、培育资源上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专业技术人员共撰写各类论文40
余篇，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5项。现阶段，
正在参与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福
建柏良种及培育技术推广示范》、三明市科
技局科技计划项目《马尾松种质评价及速
生、高产脂良种选育》并获得福建省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独立承担三明市林业局科
研试验项目《杉木人工林近自然森林经营
技术研究》《石墨烯对杉木不同林分增效施
肥的研究》。

森林经营周期长，若是杉木至少需要
26年轮伐期才能看到收益，如何让远期收
益提前变现，一直是林业部门探索的方向。

近年来，永安国有林场坚持“以林为
本、生态优先、合理利用、绿色发展”的办场

方针，积极探索“国有林场＋农户”“国有林
场＋乡村”的经营模式。通过创新林业经营
模式，加强了森林集约经营，提升了森林质
量，实现了村财、林农增收，林场森林资源
增加、经营收益提高的双赢效果。

“这实际上就是由林场进行集约化管
理。”魏永平说。林场创新采取受让经营、合
作造林、合作经营3种模式，推行“所有权不
变、经营权合作、收益权共享”，林农只需提
供采伐迹地或与林场合作经营，后续的抚
育、管护、采伐等工作全部由林场负责，收
益可以每年预付也可以采伐时分成。

去年，为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改
革，放活集体林地经营权，促进林地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三明市开始试行“林票
制”改革。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与村集体
经济组织、其他企业单位或个人共同投资
造林或合作经营，由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
控股经营，并根据对方所需投入资金比例
制发林票，林农所持林票可以进行交易、
质押、兑现。

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制发的林票进
行兜底保证，一代林采伐结束时，每亩林地
出材量不能少于10平方米，远大于全市集
体林经营水平。同时，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
必须兜底回购林票，无条件、随时兑现林票
面值，并支付利息。

面对这场改革，永安国有林场不等不
靠、积极主动、顺势而为，率先在永安市推
行“林票制”改革，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新的林业经
营模式和林票制有效盘活林农手中的森林
资产，解决了资金、技术、管理问题，充分发
挥了国有林场的优势。”魏永平介绍，目前
林场创新经营模式面积合计9465亩，林票
制发面积449亩，金额达94万元。

一方面不断改革创新，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另一方面顺应发展趋势，走上既提高
经营效益又促进林农增收的“双赢”之路，
永安国有林场承载着绿色的光荣与梦想不
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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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初夏的早晨，微雨。48岁的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黄胜利踏上泥泞山路，又开始了每天的巡山护林工作。移动
护林巡护终端显示，一大早他在永安国有林场经营区徒步近8
公里。

“这些年，注重保护生态，突出珍贵树种造林，调整树种结
构，林分质量精准提升。”在这位老护林员眼里，林场早已告别开
荒种树的年代，走上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近年来，福建省永安国有林场坚持“森林永安、服务燕城、顺
势而为、持续发展”十六字方针发展理念，以保护生态为先，保障
民生为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
功趟出一条图强向上的科学发展之路。

前仆后继绘青山。“推动林场发展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变
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变为
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福建省永安国有林场场长魏永
平，说出了林场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永安国有林场，始建于曾经的
秃岭荒山之上。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全省掀起
大办林场的热潮。一支支林业大军
挺进江河两岸、水库周边、风沙前线
等生态脆弱区，吹响“大干三年，绿
化荒山”的号角。1956年，一支“绿色
军团”挺进永安，支援山区林场建
设，同年10月，永安县东坡林场正式
成立（现永安国有林场前身）。实行

“省办、专管、县监督”的管理体制，
主要任务就是植树造林、荒山绿化。

黄怀德，就是这支大军中的一
员，曾任永安国有林场计财科科长。

1958 年，26 岁的黄怀德在惠安
县梅庄乡任团委书记，为响应党的
号召支援山区建设，他和来自南安、
仙游等地近 300 人的林业大军来到
永安，从此扎根林区。

从劈草、炼山、挖穴、整地到采
种育苗、植树造林，黄怀德和工友们
攻下一个又一个山头，给荒山秃岭
披上了绿色的盛装。从上世纪50年
代到70年代，这支“绿色军团”完成
造林近5万亩。

“建场初期，大家住的是‘干打
垒’、破庙、猪栏，吃的是咸菜、萝卜
干，点的是煤油灯，方圆几百平方公
里，只有一辆破旧马车做交通工
具。”父亲生前诉说的当时集体劳动
场景，黄和顺不敢忘记。

现任永安国有林场工会副主席
的黄和顺，是黄怀德的小儿子。1985
年，黄和顺高中毕业后也到林场工
作，成为一名营林生产队的工人。

“父亲是闽南人，不适应山区寒
冷的天气，冬天总是很难熬的，工人
们在山上劳作，有些地方路不通，过
河送饭都需要艄公帮忙。”谈起老一
辈林场人的那段峥嵘岁月，“林二

代”黄和顺深有感触。
子承父业，一家两代人，共同见

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
建场后，近半个世纪过去，虽然

在绿化土地、改善生态、木材生
产、科技示范等领域立下功劳，永
安国有林场和全省其他国有林场一
样，也面临身份不明确、发展方式
单一、积极性不高等一系列急需解
决的难题。

从“砍树经济”到多元经营，
从打破“林场机关化、工人干部
化”到改变“不工不农、不事不
企”的困境，从承担种质资源科研
到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等公益事业，
永安国有林场通过自我革新、自我
突破、自我超越，让改革的成效不
断凸显。

工作35年，黄和顺亲历了林场
的一次次变革：1992年实行“三项
制度改革试点”；1998 年进行定岗
定员转岗分流机构改革；2002 年
起，盘活资产，进行多元化经营；
2010 年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2017年国有林场改革，定性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定编、定岗……如
今，如何创新管理与经营机制，林
场仍在探索前行。

“保障工资待遇、提高职工福
利，让我们工作更加安心。”其中
深化人事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留
给黄和顺的印象最深，每一次变革
都让他和同事吃了一颗“定心丸”。

走过一个甲子，永安国有林场
已顺利完成改革任务，目前拥有经
营总面积6.1万亩，林地面积5.5万
亩，森林总蓄积量 80.7 万立方米，
平均林分蓄积量 16 平方米/亩，年
均收入超千万元。

走进福建省永安国有林场管理的山
林，枝繁叶茂，绿意涌动。副场长陈洪坤看
到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已是郁郁葱葱的
树林，成就感油然而生。

1992 年，陈洪坤从福溪采育场调到林
场工作，28年过去，在他看来，林场回归生
态本位后，“保民生”是林场改革发展的另
一条底线。

“所谓的保民生，就是要从大局出发服
务社会发展，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当地百
姓谋福利。”陈洪坤说。

三明埔岭汽车工业园是永安新增长区
域战役重点项目，2008 年，为服务当地经
济发展，解决园区用地问题，省林业厅专门
开了一个协调会，最终决定免征这个项目
的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费用合
计 3000 多万元。永安国有林场从大局出
发，决定免征1073亩林地的林木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用于汽车工业园区建设。

这项没人做过的工作，落到了陈洪坤
头上，由他负责办理林地征占相关手续。

“将林地免费赠送出去，这在全省也是头一
回，当时我们也十分迷茫，不知政策是否行
得通，手续又该如何办理？”

经过一年多的跟踪和对接服务，这块土
地终于成功交付，让陈洪坤至今记忆深刻。

这是永安国有林场服务当地社会发展
的一个实例。近年来，随着永安市各项社会
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扩大，林场
被征占用的林地日益增多。然而，林地是林
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林地被征占
用，林场如何在生存发展与服务大
局中寻得利益的平衡？

“要转变工作思路，从林地资
源常规管理向服务地方项目建设
转变，从大局出发，主动站位、主动
融入、主动作为，创新方式方法，与
市政府达成共识，合作开发部分林
地，参与收益分成，使林场与社会
发展实现‘双赢’。”魏永平说。

永安国有林场有位有为，成功
破解省市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难题，
成为地方发展的助推器。福建水利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征占用地近1000
亩，永安竹天下文化旅游产业园征
占用地 1350 多亩……自 2006 年以
来，永安国有林场共被征占用林地
面积达9116.325亩。

永安国有林场具有其特殊性，地处城
郊，是一个“城市型”林场，其中3个工区地
处城市周围，林地面积 4.7 万多亩，占全场
林地面积 77%以上。随着居民对人居环境
的需求越来越高，2013 年，永安市提出建
设森林永安，加强城区一重山森林景观的
保护和改造，成为林场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在永安市区的将军山公园里，市民穿
梭在景色迷人、绿树成荫的道路两旁，这是
大家饭后散步和休闲的好去处。

“几年前，将位于永安城区周围1万多
亩的山场规划为森林公园，这里的林分长
势良好，能为居民生活提供森林景观资源
和良好的休闲环境。”陈洪坤说，“将军山公
园划入位于城市中心的商品林约350亩，林
木价值约1000万元。”

永安国有林场还为途经市区的3条高
速公路、一条国道、一条省道、一条铁路、
两条高铁及沙溪河两岸提供绿化近 1 万
亩。

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益事
业，历年来，永安国有林场共返还村林价款
557.6万元，为乡村道路建设、教育事业、扶
贫挂包村提供资金413.68万元，同时，生产
经营为当地农民提供生产劳务和就业机
会，每年增加农民收入约200万元……林场
服务发展不止步。

“一城山水满山树”。以大山为依托，永
安国有林场活念生态经，托举绿色梦，在构
筑美丽的生态家园路上越走越远。

服务大局——担当，积极作为

破题开路——变革，持续发展

乘势而为——创新，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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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永安国有林场为经
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林木支撑。

永安国有林场积极加强城区一重山森林
景观的保护和改造，图为将军山公园步道

▲ 生物防火林带
▶ 永安国有林场育苗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