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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四个月
全省空气“清新”85天

四川发布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去年全省空气平均达标28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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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恪
生）6月2日，四川自贡市荣县
因修剪行道树导致一些鸟窝
被毁、雏鸟伤亡，如此令人揪
心的一幕，被路过的邓女士看
到，并随手拍下图片发布至网
络。没想到的是，邓女士这样
一个小小的举动，引发了一场
振奋人心的“拯救小鸟”行
动。荣县园林管理所和县林
业局接到热心人士电话反映
后，当天决定暂停对城区树木
的修剪，“先保护好小鸟，待其
能飞离鸟巢再修剪。”并承诺，
以后如果达不到相关野生动
物保护要求，“宁可不进行修
剪树木”。

5月中旬的一天，家住自
贡市荣县的邓女士外出办
事，当她走到荣州大道二段
附近时，发现有园林工人正
在修剪行道树木。无意中，
她在地上散落杂枝间发现了
一只死去的小鸟，“太可怜
了。”她随手拍了张照片，发
到了自己的一个微信群里，
号召大家保护鸟类。没有想
到的是，正是由于她一个小
小的举动，当地林业、园林等
部门随即开展了一场“拯救
小鸟”的行动。

也是在这一天，远在甘
肃兰州的野保志愿者祁女
士，在群里看到了邓女士所
发的图片。平时非常爱护小
动物的她，也感到很“揪心”，
于是便将荣县因修剪树木，
造成雏鸟伤亡、鸟窝损毁的
情况发到了网上。同时，祁
女士也打电话向荣县园林管
理所和林业局反映了情况，
很快便收到了反馈。

6月2日，荣县林业局发
布《关于荣县城区行道树修
剪项目应加强对野生动物保
护的函》，向荣县城市管理局
函告，修剪树枝应依法保护
鸟类，严禁破坏鸟窝及其生
存环境，切实保护野生动物
资源。当天，荣县园林管理
所做出决定：“从今天开始，
暂停对城区树木的修剪，先
保护好小鸟，待其能飞离鸟
巢再修剪。同时，以后如果
确实不能避开春夏季节修
剪，那么在修剪一些树木的
时候，将联合林业野生动物
保护部门，用科学专业的知
识保护野生动物。待考虑周
全后，再开展修剪的相关工
作。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
则宁可不进行修剪树木，也
要保护好小鸟及其巢穴的完
好。”

“这城市极为细微的生
活场景，鸟窝命运被关注，折
射出城市文明的进步……”6
月 3 日，野保志愿者祁女士
在网上发帖，公开了其对整
个事件的关注过程。祁女士
坦言：“很感谢荣县爱心人士
救助小鸟，感谢四川省森林公
安、荣县林业局、园林管理所
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负责、积极妥善的处理，感
谢网友的关注支持，少了任何
一个环节，也许这件事就不会
这么圆满。”文末，祁女士为四
川当地相关部门及时作出“拯
救小鸟”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

“点赞”！

拯救小鸟
自贡荣县全城暂停修剪行道树

“当时，我发现这只死去的
鸟儿躺在地上，感到非常的痛
心，好可怜啊！把树枝修剪了，
鸟儿们的家都没有了！”邓女士
说，近几个月来，荣县县城在对
城区行道树进行修剪，经常走在
街上，都会碰到园林工人在劳
作。有几次，我还发现有空的鸟
窝掉在地上，就觉得是不是修剪
树枝时，造成了鸟窝的损毁和鸟
儿的伤亡？邓女士说，还有一
次，她看见正在被修剪的树枝
上，有个鸟窝，里面还有一只金
翅雀雏鸟，就赶紧把它抱下来，
带回了家。“直到现在，这只鸟儿
还养在我家里。”

“后来，我把在现场拍到的
图片发到了一个微信群，同在群
里的祁女士非常的热心，主动与
荣县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希望
保护这些栖息在行道树上的小
鸟。”得到“暂停修剪行道树”的
回复后，邓女士说，要为荣县园
林管理所和林业局“点赞”，“他

们的态度很好，完全接受了我们
的意见。”

而远在甘肃的祁女士对此
事的处理结果也非常满意。“我
把我的担忧和想法和当地有关
部门说了，他们积极正面地回应
了我，处理这件事的结果，也是
我乐意见到的。希望今后，当地
相关部门能建立常设机制，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祁
女士透露，从 2日下午 2时左
右，她通过微博、微信关注此事，
再向四川森林公安电话反映问
题，得到了及时回复。之后，荣
县林业局、荣县园林管理所工作
人员主动与她联系、沟通。直到
2日晚9时48分，她收到荣县园
林管理所回复她的电子邮件，邮
件中，对方表示：“暂停对城区树
木的修剪，先保护好小鸟，待其
能飞离鸟巢再修剪。”祁女士说：

“前后也就8个小时，荣县有关
部门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和回复，
我对此非常满意和赞同！”

今年51岁的丁德礼是
荣县园林管理所的园林工
人，从事城市绿化工作已经
30 余年，他也参与了本次
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新老
城区行道树上的鸟窝，大多
数是空的。我们在修剪树
枝时，碰到有鸟窝或者有小
鸟，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
放回去。”老丁还特意说起
工作时的一件小事：“有一
次，我们正准备修剪树枝，
旁边店铺的一位老板急忙
跑过来提醒我们。他指着
店铺面前的一棵树，说树上
有鸟窝和小鸟，让我们小心
一点，如果鸟窝掉下来，一
定要把它放回去。”丁德礼
说，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
发现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越来越强了。

在荣县县城，人与鸟和
谐相处的场景还真不少。

“2011年前后，我搬到
老城区西街住了几年。门
口有一棵很大的小叶榕，长
得非常茂密。从我搬来的
第二年开始，每到傍晚五六
点钟，就不断有鸟儿飞到这
棵树上，叽叽喳喳‘摆龙门
阵’。”荣县居民曾莉说，白
天它们在外面活动找食，晚
上便飞回来栖息，很是热
闹。第二天一大早，又被它
们欢快地鸣叫吵醒，居住在
这样的环境里，很是惬意。

家住桂林街66岁的吴
婆婆说，我们家门口那棵小
叶榕，每天傍晚要停留几百
上千只鸟儿，每天叽叽喳喳
地叫，像小娃娃一样顽皮。

“鸟儿多了，说明我们荣县
县城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了。鸟儿还会吃虫子，保护
树木。”的确，如今荣县的街
道、小区绿意盎然，随处可
见人鸟和谐相处的场景。
在记者的现场采访中，就不
时听到街道两旁的树上，鸟
儿们在欢快地鸣叫，还不时
看到有鸟儿在树枝上追逐
嬉戏。

据荣县林业局相关人
士介绍，近年来，荣县城区
的鸟类种群数量和种类在
不断增多，八哥、布谷鸟、斑
鸠、竹鸡和红嘴鸥等曾经罕
见的鸟类，如今越来越常
见。而另一方面，一些数据
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生态
环境的改善：近年来，荣县
森林覆盖率每年以0.5%的
增速递增，2015 年森林覆
盖率达40.9%，2016年上升
到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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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行道树
导致鸟巢被毁、雏鸟伤亡

网友
反映

暂停修剪
先保护好小鸟

园林部门
立即决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
们做出“暂停对城区树木的修
剪”的决定后，群众的反响如何？

程德彬：我们认真考虑了反
映人祁女士的建议，并做出了上
述决定，得到了她的认同，也获
得了许多居民和网友的认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现
在看来，当初决定修剪行道树
时，是否并未考虑周全？

程德彬：我们认为祁女士提
出的建议很好，她说：“每年的三
月至七月是鸟类的繁殖期，等繁
殖期后幼鸟可以离巢了再进行
修剪树木。”我们确实考虑不周，
这也给我们补了一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鸟
类大量地迁徙到荣县县城，说明
了什么？

程德彬：一是城市绿化大幅
改善，二是城市噪音减少，三是

居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逐年
增强。如果说大量鸟类筑巢栖
息，表明城市生态环境好转。对
于鸟巢命运的关注，则反映出居
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加强，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这
件事情，让你们在进行城市园林
管理时，有什么思考？

程德彬：这种城市极为细微
的生活场景，鸟窝命运被关注，
折射出城市文明的进步。作为
提供公共服务的绿化管护单位，
从前我们认为一些行道树、绿化
树等无人修剪，脱落的树干会砸
到人，解决了市民担心的安全隐
患，以及城市绿化景观优美，就
算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了。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发现城市园林
公共服务还可以做得更加深入。

“荣县县城新城区的行道
树，10多年没有大规模修剪过
了，而老城区的行道树，也已经
20多年没有大规模修剪了。每
年只是进行一些常规的修剪。”
荣县园林管理所所长程德彬介
绍，日前，新城区启动了大规模
的行道树修剪，计划今年修剪，
明年成型。程德彬说，修剪行道
树，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其次
才是城市景观的美化。“去年8月
8日，城区内一棵多年没有修剪、
长势茂盛的行道树，在风雨之后
倾倒，砸倒了公交站牌，将一位
90岁的老人砸伤。前不久，南岸
道也有行道树倒下来，压坏了路
边的汽车，幸好没有砸伤人。”

“为了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也为了行道树更加美观，我们于
今年3月底开始，进行行道树的
大规模修剪工作。这次也是10
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修剪。”
程德彬说，首先是将行道树高度
统一在6.5米至7米之间，然后
是将其修剪成伞状或蘑菇状，使
其在第二年长势一致。

在得到市民的反映后，荣县
园林管理所和县林业局立即决
定暂停对城区树木的修剪，“先
保护好小鸟，待其能飞离鸟巢再
修剪。”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和网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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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家园被毁，好可怜啊”

市
民
讲
述

省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
川”，其中，美丽，就是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
镇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
丽山川与美丽人居有机融
合，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
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官
方
回
应

荣县园林管理所所长程德彬：

“待小鸟能飞离鸟巢再修剪”

鸟巢命运
折射出城市文明的进步

城市越来越“绿”
荣县渐成
鸟类栖息地被市民救

助的金翅雀
雏鸟。

日前，自贡荣县新老城区开始大规模修剪行道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