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一座山

从山上搬到山下
“守护这座山就是守护家”

镰刀轻轻拨开已有人高的野草，受惊
的野鸡拖着五彩羽毛闪进丛林深处，彭禄
钢轻轻一笑，便着手观察眼前的情况，有
无引火点，有无岩石滚落，有无外人进
入。平常而言，治安防控、森林防火、汛期
防灾……这些都是他巡山的任务。

龙泉驿万兴乡，斑竹村12组，彭禄钢
的家。这个地处龙泉山脉深处的乡镇，幅
员面积 51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90%。作为龙泉驿区整乡生态移民试点
地，万兴乡9个行政村的12000多名群众
移民下山过渡安置。

今年 3月，彭禄钢从山上搬到了镇
上。曾经，从他的卧室看出去，就是绵延
的青山和薄雾，院子里种有葱和大蒜，炒
着菜的间隙，他会跑出来掐两根葱下锅。
如今，他仍旧习惯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闲
暇时候找老邻居摆摆龙门阵，更多时候，
他都在山上，从这个山头跋涉到下一个山
头，排查安全隐患，管护森林土地。

到了饭点儿，随地而坐，彭禄钢掏出
自带的干粮和手机。眼下，这位面庞黝黑
的大叔，还不大“玩得转”微信，但是在名
为“万兴乡综合巡查大队工作群”的微信
群内，52位成员会定时汇报自己的位置和
情况，作为综合巡查大队队长，他关心着
兄弟伙的安全，自己也记着报个平安。

“万兴乡斑竹村8组彭禄富房后滑坡
地带正常”、“观斗村4组，徐平水房前正
常”、“大兰村岗亭清理泥现状”……大山
中，综合巡查队的每一位巡山员都有自己
的辖区。这支多由本地居民组成的队伍，
熟悉并热爱着脚下的土地，在他们心中，
守护这座山，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斗智·盗猎者

一路追踪中途截下
“不能让这种人祸害我们山”

如何守护？首先需要的是人的勇毅。
苍翠龙泉山，是怀抱成都的一只臂膀，

也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构成，这里生
活着不少珍稀动植物，也吸引着盗猎者，由
此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守护和盗猎的博弈。

“这几年少了，但是有。去年就来了
个盗猎的。那人三四十岁，一个人开着一
辆越野车，在进山关卡的地方，被我们看
到了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猎枪。”彭禄钢
张开双臂，比划着猎枪的长度。

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当机立断，一位巡山员马上下山联系

警方，彭禄钢则开着车，不远不近地跟
着。“他应该是看见有人跟，不敢下车，就
顺着山路往金堂那边开。”没过多久，彭禄
钢看见对方将枪扔出车外，他停车捡起猎
枪，继续跟踪。

两小时后，金堂县金箱村，这辆有着
盗猎嫌疑的车被彭禄钢和警察一起逼停

在路边。
“不能让这种人祸害我们山。”打那之

后，这件事常被彭禄钢拿出来作为案例，
提醒巡查队的兄弟们，要提高警惕，随时
细心，决不能让盗猎者在龙泉山得逞。

除了盗猎者，需要巡查队提高警惕
的，还有不知什么时候就“摸”上山的运渣
车。

“不能让他们把建渣倒在山里。”达成
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面对巡查队员，有
司机嬉皮笑脸点烟求饶，也有横眉冷对威
胁恐吓的，“什么难听的话都说过，多管闲
事，吃饱了撑的。还有说没钱买药吃了，
再拦着他就发病要砍人。”

面对这样“耍横”的人，怎么办？
“能怎么办？慢慢磨呗。”有时候，彭

禄钢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和运渣车的司机
讲道理，说政策，只为了让对方能够拖着
建渣来，又一点不留下地带着建渣离开。

跋涉·巡山人

一次巡山整两天
“时值夏季，需要小心的有很多”

“这多好的山，也亏他们倒得下去。”
坐在林间山石上，彭禄钢指着青山远黛感
叹道。言罢，他起身拍拍裤子，巡山继
续。对于巡查队而言，每次巡山需要花费
48个小时，中途有一晚需要住在山上，有
时候，一间移动板房，就是他们管护站的
落脚点，偶尔自己背点吃的，更多时候，巡
查队员会在落脚点前就地种点蔬菜，一碗
清水面条，就解决吃饭问题。

时值夏季，他们需要小心的地方有很
多。

“野兽倒没遇见过，但蛇有很多。”在
当地，有种土公蛇，三角头、有剧毒，曾经
村子上有人的手指被这种蛇的小蛇咬了
一口，整个手臂迅速肿了起来，最后只有
截肢。于是，在巡山中，彭禄钢和兄弟伙
会相互提醒，尽量避开那些阴湿的地方，
在草丛中行走时，尽量脚步放轻。

天色渐暗，一天的巡山结束了。彭禄
钢歇在万兴乡高石岩森林管护站。这个
管护站的站长薛代全1个月前在上山途中
摔断了腿，至今还没好利索，走起路来一
瘸一拐的。见到彭禄钢，他起身去厨房做
饭，打开厨柜，里面只装有一把面条。

“我自己来，随便弄点儿就是。”放下
灭火器和镰刀，彭禄钢就钻进了厨房。“看
天气预报说不定晚上要下雨。”坐在路边
的椅子上，薛代全拿起吉他拨弄了两下，
不成调的音符响起，一只土狗趴在他脚下
懒洋洋地摇着尾巴。

这是一天中，巡山人比较闲适的时
候。夜渐深，管护站的灯亮起来，彭禄钢
一边忙活着锅里，一边对着门外的兄弟念
叨，“我从山上搬下去时，把院子里的黄角
兰移下去了，这几天肯定开花了，下次我
带点上来，放在屋子里，满屋子都香。”

薛代全没听见他的话，他正拿起手机
对着群里报平安，“高石岩森林管护站，今
天一切正常，明天继续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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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有多大？
它北起金堂县、南至天府新区、西

靠龙泉驿区、东临简阳市，建成后面积
1068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青城山，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有着实实在在的“大
块头”。它涵盖了成都平原东缘龙泉山
脉成都段；涉及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
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简阳市、金
堂县6个区（市）县；涵盖“三湖一山”
（三岔湖、龙泉湖、翠屏湖和龙泉山）。

公园的地理位置，也方便到成都
人说去就去。它距离成都中心城区仅
30公里，是离成都市区最近的山脉，

紧邻机场、高铁门户枢纽，距天府国际
机场15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25公
里，距高铁天府站5公里，距成都东站
15公里。不管是成都人，还是慕名而
来的外地朋友，都能很方便很快捷地
亲近这片绿满心间的青山绿水。

今年3月28日，成都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正式启动建设。记者了解
到，今年先期示范建设项目有5个：三
岔湖长岛国际文化旅游度假中心、青
白江杏花村森林公园、金堂山森林公
园、金堂油橄榄主题园和龙泉驿区生
态移民植被恢复。

夜色渐浓，白日里蒸腾的热气被山里的凉
风驱散。此际，远眺，西边能瞥见城里隐隐
的灯火，东边黑魆魆的则是龙泉山上大片大

片的森林。温暖嘈杂的城市烟火和寂静的大自然，在这落
在龙泉山脉上的农家乐里奇妙相融。

“让都市人享受山水田园生活。”这原本是老板张昊改
造农家乐的初衷，他叫它水云涧。水中有影、云中穿歌、涧
中赏花，精心利用这大自然馈赠的宝贵资源，张昊要做有
格调、有趣味、有情怀的生态度假休闲业态。

这想法与龙泉山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不谋而合。这
块城市绿心除了是生态绿洲，还将打造现代农林田园观光
区、传统城镇村落文化游憩区等，形成国际知名的森林游
憩区、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级旅游区。而有特色、精致、文化
气韵浓厚的农家乐正是宏大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外地人张昊
“龙泉山乡村旅游，很年轻有活力”

四年前，这家距离龙泉驿城区3公里的农家乐，还是
另外一个名字。和当时周遭大部分的农家乐一样，布置
简单，甚至有些粗糙。

四月的一个夜晚，月朗星疏，张昊和一帮朋友来这里
吃饭。彼时这个33岁外地人却从此在龙泉山上生了根。
股东李公惠讲张昊和龙泉山的结缘经历，叫“一棵树下吃
饭的故事”，说他可能在院子里的一棵榆树下吃饭，被这
里的美好的田园景观和自然生态所吸引，于是毅然决然
盘下农家乐，开始了一个陌生行业的旅程。

“当晚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可以自己做点什
么，也没想那么远。”学管理专业，同时涉足建筑行业的张
昊当时也没预料到，自己会爱上做乡村旅游。他改造水
云涧的建筑外观、经营特色，研发周边产品，最终这里形
成了美食休闲、文化主题活动、公益活动等立体式的经营
项目。很快，水云涧成为山泉镇农家乐发展的标杆。张
昊也不仅仅是一个农家乐老板，还是龙泉驿区山泉镇旅
游协会的副会长。而他们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公司，也
将助推山泉镇和龙泉山乡村旅游的发展。

“龙泉山的乡村旅游发展目前来说，有活力，但也刚
刚起步，很年轻，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在张昊看来，目前
应该做一些业态的提升整合，创造更多的项目，吸引更多
人流、人才和资源进来，更好地打造乡村旅游。

本地人李公惠
希望人人能享受到这种田园和自然

临近饭点，客人渐渐多起来了。李公惠站在进院子
的台阶上，热情地跟客人打完招呼，熟稔地掏出兜里的对
讲机，叫服务员赶紧过去倒茶。

这天上午，她叫丈夫过来修农家乐里的音响。现在音
响修好了，丈夫和10岁的儿子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听
歌，但她没有时间理会他们。“昨天晚上，儿子还和我谈心，
他说妈妈你都不管我们，眼眶还有点红呢。”李公惠笑道，语
气中有丝丝感慨。成为这家农家乐的股东一年半来，如无意
外，她早上9点准时出现在这里。而这里也激发了她全部的
热情，她和张昊一起将闲置的大厅设计成花园餐厅，重新建
了空中餐厅，又将厨房改造为空中开放式厨房……

“这里的环境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因此我特别希望让
别人也能享受到这种田园和自然的美丽。”在成为股东之
前，李公惠每年都要来这里近十次。在龙泉驿城区长大
的她，跟所有的城市人一样，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感。于是，在张昊跟她提是否有兴趣入股的时候，她毅然
答应。

院子里绿树成荫，花草映趣，李公惠指了指后面的空
地，“我们的计划是打造特色民宿，客人们来这边吃饭、游
玩，同时也能住下来。”

打造特色民宿，并不是水云涧一
家所要做的事情。再往山上走6公
里，是位于桃花故里核心景区里的故
里桃园农家乐，老板王尚兰对农家乐
未来的发展规划，也是要变身民宿。

“我们现在要推动农家乐从2.0
向4.0升级，结合文创产业，打造民
宿，做特色餐饮。不仅仅是吃饭打牌
赏花，而是做综合体验式的消费旅
游。”山泉镇党委书记林建平说。

位于龙泉山脉中西部的山泉镇，
新老成渝路穿镇而过，交通的便利带
来了农家乐的生长，这里有近200家
大大小小的农家乐。

根据《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
建设思路》，要打造金堂山森林公园、
观音山森林公园、云顶山森林公园、
桃花故里森林公园等“十园”构成森
林公园群。其中桃花故里森林公园，
覆盖着山泉镇。

而按照规划，森林公园将龙泉山
森林生态游憩区、现代农林田园观光
区、传统城镇村落文化游憩区等，形
成国际知名的森林游憩区、旅游目的
地和国家级旅游区。

在这样的定位背景下，传统农家
乐要转型升级。目前，山泉镇政府每
个月都会组织农家乐老板去外面学
习优秀农家乐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
验，而且即将出台支持农家乐转型升
级的产业扶持政策。不久的将来，龙
泉山上这些农家乐将以蝶变的新貌
迎接四海八方客。

最新一轮成都市总规修编最新一轮成都市总规修编，，将龙泉山从外围生态屏障变为城市中央绿心将龙泉山从外围生态屏障变为城市中央绿心。。
将在将在20202020年初步建成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年初步建成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面积相当于面积相当于55个青城山个青城山、、11..77个成都中心城区个成都中心城区，，森林覆盖率达到森林覆盖率达到6868%%。。

今年3月28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正式启动建设。

成都平原东缘，延绵百公里的龙泉
山脉，将成都平原与丘陵自然分界，它也
是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最新一轮的成都市总规修编后，龙
泉山从外围生态屏障变为城市中央绿心。

龙泉山的一头是延续着巴蜀文明和
天府文化的中心城区，另一头则是朝气
蓬勃生机盎然的东部城市新区。

成都，阔步迈向“双城时代”。
山的使命，和城的时代命运，无缝融

合。龙泉山与成都人的生活，从此变得
更加紧密与贴近。

一座山，变为城市绿心，体现了绿色
发展的理念。

据了解，将在2020年初步建成的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面积相当于5个
青城山、1.7个成都中心城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68%，形成“大规模绿化全川”的
示范区。

成都人将在此收获哪些绿色体验？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又将怎么满足成都
人对绿色的期待与向往？近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记者探访了正在修建中的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

他们作为龙泉驿区整乡生态移民的试点，从山上搬到上下
综合巡查队多由本地居民组成，熟悉并热爱着脚下的土地

两山夹一城
示意图

好大一个城市公园
相当于5个青城山 1.7个成都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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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怎么建？
按照《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总体

概念规划》，明确了3大规划举措：生
态提升、强化旅游度假功能、承载高端
服务业。

生态提升方面，将生态本底较好、
生态高敏感及部分较敏感地区（含水
面）划定为生态保育用地。在生态保
育用地内，严格保护森林植被，维护生
态涵养功能，提升风景资源质量，除必
要的维护与生态工程外，禁止开发建
设，推进生态移民。

强化旅游度假功能方面，依托自
然、人文资源，构建特色鲜明、品牌丰富
的“国际旅游—城郊游憩—乡村旅游”旅
游度假体系，并配置相应的服务设施。

承载高端服务业方面，借鉴英国、
瑞士、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知名国际小
镇发展经验，建设承载国际高端服务
业的产业组团或创新创业空间。在生
态不敏感地区，按照“靠山不进山、近
水不临水”的原则，打造若干个国际高
端服务业小镇，并建设相应的国际配
套设施。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到底将建成
什么样？

据《概规》，公园将依托山体每段
的资源条件，以及山体两侧的城市功
能和多样的交通方式，打造3段不同
风情和功能的特色功能区段。

南段：“湖光山色”区段。依托天
府机场和天府新站门户枢纽，结合空
港经济区、“大创造”工业板块的城市
功能，充分利用三岔湖、龙泉湖等自然
人文资源，建设丹景山国际旅游度假

公园和2个城市郊野公园。
中段：“花海林麓”区段。结合“大

车都”工业板块的城市功能，充分利用
洛带古镇、花果山风景区、石经寺等自
然人文资源，构建五洛国际旅游度假
公园和3个城市郊野公园。

北段：“深丘峡谷”区段。结合“大
智造”工业板块、金堂县城市功能，充
分利用沱江峡谷、云顶石城等自然人
文资源，构建云顶石城国际旅游度假
公园和2个城市郊野公园。

生态提升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打造若干个国际高端服务业小镇怎么建

三大国际旅游度假公园
湖光山色和深丘峡谷各不同建啥样

（上接01版）
南充工厂是吉利新能源商

用车公司在四川布局建设的首
个新能源商用车项目。项目分
两期建设。一期项目总投资70
亿元，占地1530亩，建设年产10
万台新能源商用车、5万台燃气
发动机的生产基地和新能源商
用车研究院，项目达产后可实现
年产值216亿元，创税15亿元，
解决4000人就业；二期项目计
划投资68亿元，占地800亩，建
设周期22个月，建设年产50万
台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20
万台甲醇发动机、30万台增程
式动力总成）、1万台新能源客车
的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可实现
年产值 302 亿元，创税 12.6 亿
元，解决5000人就业。

2014年12月31日，南充工
厂一期项目签约。2015年7月
9日，项目开工。2017年4月20
日，25 万平方米厂房建成。
2017年6月30日，完成设备安
装调试。2017年7月9日，整车
下线。南充工厂一期项目采用
吉利全新纯电动及分布式、智能
化集成的新能源动力系统和轻
量化车身技术，建设内容包括冲
压、焊接、涂装、车架、总装和动
力总成组装等主要生产工艺装
备，以及新能源商用车研究院和
试车场等配套设施，南充工厂具
有生产节拍快、先进设备多、质
量保障能力强等特点，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南充工厂的落成，进一步完
善了吉利的产业布局和转型升
级，填补了南充市新能源汽车制
造的空白，深化了吉利控股集团
和四川省在汽车行业及新能源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自2007年以
来，吉利控股集团在四川布局了
大量优质产能，有效推动了当地
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除了吉利
新能源商用车南充基地，吉利控
股集团在四川的项目还包括吉利
汽车成都基地、沃尔沃成都基地，
以及今年4月于成都奠基开工的
BMA乘用车整车项目等。

7月8日清晨，龙泉驿区的天
空瓦蓝，森林苍翠，初生的阳光如
万缕金剑在山林间攒动。

48岁的彭禄钢骑着摩托车
而来，车轮在粗粝的林间公路上
带起灰尘，闻声四散的野狗发出
阵阵犬吠，这让闷热的空气多了
几分躁动。熟练将车停在万兴
乡高石岩森林管护站门口，进去
准备片刻，这位巡山人的一天，开
始了。

背起又硬又重的灭火器，彭
禄钢钻进了龙泉山里。下台阶，
瞬间光线暗淡，湿热之气扑面而
来；又是一截陡坡，侧身溜下去，
再一次光明和阴暗的晕眩；继续
在羊肠小道上行走，苍天大树遮
天蔽日，阳光明明灭灭，行走一段
时间后，终于到达彭禄钢的巡视
区域。

“巡！山！”彭禄钢的声音穿
透山林。而回应他的只有风下密
林的嗦嗦作响，树下小鸟铺开翅
膀跳上树枝默默盯着。这里安
静，又不太安静，虫鸣蝉叫、风吹
树林，不知什么时候跟在身后的
土狗吐着舌头大声喘息。小暑刚
过，盛夏将至，暴雨和骄阳的交替
中，巡山人最揪心的时节到了。

龙泉山巡山人

守护这座山
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他们来自都市，被这里的田园景观和自
然生态所吸引

他们所改造的精致、文化气韵浓厚的农
家乐正是规划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龙泉山投资人
不只山水田园,还有格调在生长

“我们现在要推动农家乐从2.0
向4.0升级，结合文创产业，打造民
宿，做特色餐饮。不仅仅是吃饭打
牌赏花，而是做综合体验式的消费
旅游。”

解密
农家乐从

2.0向4.0升级
路径

一山连两翼
示意图

龙泉万兴云海。刘斌摄

龙泉山桃花争艳。龙泉驿区委宣传部供图

万兴乡综合巡查大队队长彭
禄钢，一次巡山整两天。

龙泉驿区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