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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自然之瑰宝、森林资源之

精华、城乡文脉之承载，古树名木不

仅仅是一种自然遗产，更记载着历史，

传承着文化，寄托着乡愁，蕴藏着财富。

澳大利亚山火肆虐、菲律宾火山

喷发、东非蝗灾、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2020 年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

件，一次次地昭示人们 ：尊重自然，

保护环境。

秉承“促进绿化生态环境建设事

业的发展”之宗旨，北京绿化基金会

在此非常时期成立了古树名木保护促

进办公室，并创办《北京绿化基金会 

古树名木保护》，就是要承担起保护古

树名木之历史责任，为古树名木发声。

如果古树名木会说话，她会向人

们讲述怎样的故事？“让古树名木活

起来”作为本刊宗旨，其目标不仅是

让这些寿星、明星们活得更健康更精

神矍铄，而且还能够现身说法，向人

们讲讲故事、道道章法、聊聊轶事、

说说喜忧……体现专业性、权威性、

知识性以及趣味性。

古树名木保护，保护的不仅是古

树名木本身，更是要保护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家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沧海横流，方显古树本色。让我

们像保护文物古迹那样保护古树名木，

传承古树名木不畏风霜雪雨、坚忍不

拔的精神。 

保护古树名木，有你，有我，有

我们共同的守护与坚持！

——本刊编辑部

国务院参事杨忠岐为本刊题词

“千年柏，万年松，不如老槐

空一空”，生长于雁栖湖畔的古槐，

当地人称“汉槐”，据传该树植于汉

代，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其主干

已经空心，仅靠北侧树身支撑。

历经沧桑的古汉槐愈老弥坚，

依然顽强地屹立在雁栖湖畔，犹如

一位历史老人穿越时空发出呐喊 ：

我要活出精气神！

（图文 / 杨树田）

穿越历史的呼唤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家林草局科技委

常委、森林保护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忠岐

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非常关注，他曾向

参事室提议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项调研。

听闻北京绿化基金会成立了古树名

木促进办公室，杨参事表示一定尽己所

能大力支持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并欣然

为本刊创刊题词：保护古树名木 传承中

华文化。                        （图文 / 小柯）

专项基金助推北京古树名木保护

两任站长尽心守护千年古树

“我们拥有这么多让世人羡慕的‘宝

贝’，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并在改善

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让它们及时

得到救助并更健康地生长，这是北京绿化

基金会设立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基金的初

衷。古树名木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

与，我们将通过广泛动员、积极引导社会

各界为古树名木捐资捐物，增加古树名木

保护资金来源，弥补政府管护资金投入的

不足，让北京古树名木‘活起来’！”北

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说 。

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内佛牙舍利闻

名海内外，寺内古树众多，因为树龄较大，

加上病虫害的影响，其中两株古银杏和古

国槐不同程度出现了生长衰弱的情况，如

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它们就有死亡的危险。杨树田理事长得知

这一情况后，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处、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达成

共识后，经全体理事大会通过，决定在

北京绿化基金会设立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基

金。北京青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和北

京润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响应，

作为发起人共同为专项基金捐款，短时间

集齐 60 万元基本金，专项基金顺利设立。 

灵光寺内的两株古银杏和寺外两株古

国槐成为专项基金的首批“受益者”，经

抢救复壮后四株古树再现盎然生机，将更

长久地默默守护这座有着 1200 余年历史

的古刹。

由国际著名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

铭先生主持设计的香山饭店，风景自然天

成，古树名木是其重要景观。其中一株古

松——“会见松”，是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主席曾在此树下会见傅作义将军就

和平解放北平方案进行协商。

专项基金设立后，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捐款 10 万元，定向救助香山饭店的古树。

包括“会见松”在内的香山饭店 4 株古树

成为专项基金的又一批“受益者”。

“名园易建，古木难求”。北京绿化

基金会古树名木专项基金的设立，得到了

政府部门和社会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媒

体的关注，新华社对外部以《北京首设古

树保护基金，救助百年古树》为题专门以

五种语种发通稿，《北京日报》、《中国

绿色时报》、《北京晚报》、新视觉，《光

明日报》、光明网、中国网、搜狐、腾讯、

新浪等门户网站 30 多家媒体和网站刊发

和转载了此文。                  （文 / 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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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 古树 新篇章

热线征集

沧海横流  方显古树本色

让古树活起来

讴歌她吧

她比人类来到这个地球上早

她比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长

她曾优美着

一生站立的姿态

讴歌她吧

在你邂逅她荫凉的庇护

在你忧伤轻敲心壁的时刻

她亦如沉雄

退去你心中块垒

让古树活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

你总能帮到一棵树

也总会有一棵树能帮到你

（文 / 曹恒星）

北 京 绿 化 基 金 会

您身边有需要救助的古树吗？

您有拍摄到古树名木的神韵仙姿吗？

您有遇到先进的古树保护复壮技术吗？

您那里有科学的古树名木管理方法吗？

欢迎来电、来稿！

电话：62192761/62324288

邮箱：bjlhjjh@vip.sina.com/gsfzzj@163.com

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护促进办公室

“从看着它树势一日不如一日，开始

实施保护，到现在恢复成这样，真的是不容

易呀！”说这话的人是密云区林业站前站长

李瑞华。他和现任站长胡玉民已守护“九搂

十八杈”古侧柏树近 40 年。

这棵古柏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

树龄已达3000年，是北京地界上已知最“长

寿”的古树。树高 25 米，干周长 7.5 米，树

干要 9 个人伸臂合围才能抱拢，其巨冠由 18

个大杈组成，最细的杈也有一搂多粗，因此

得名“九搂十八杈”。

临行前，从照片中已初见古树往昔枝

繁叶茂的姿态。到达实地，同一地点、同一

角度，观感更为震撼，是岁月的磨炼，更是

历史的沧桑。

在一米余高的位置古柏侧枝向四面八

方伸展，有的低垂，有的昂扬，层层叠叠，

极其壮观。尽管古柏一侧有 4-5 个大杈出现

“死亡”迹象，但仍难掩其古朴和霸气。

据李瑞华介绍，唐代时树北侧曾建有

一座关帝庙。传说，关帝庙扩建时本想把此

树砍掉，正准备砍时，树上突然传出几声鸟

叫，人们闻声一看，树上竟有两只金色鸽子。

人们顿觉此树与众不同，便留下了他，此后，

这树长势愈加旺盛。 

1972年，村里修路，一侧树根被切掉，

裸露在外。由于树长在斜坡上，一下雨，斜

坡上的土就被冲刷下来。经年累月，树势逐

渐出现了衰弱迹象。

1984 年，李瑞华从当时的密云县林业

局调回新城子林业站任站长。他带领工人将

斜坡垒土、填平，建了搭坝，并先后修了四次。

就这样，李瑞华成为守护古柏的第一人。

2001 年，胡玉民从李瑞华的手中接下

了交接棒，保护古柏的任务也正式传递给他。

“古树是不可复制的存在，必须加大

力度予以保护。”胡玉民说。他们每年都会

对树周边的土地进行平整，定期还会进行除

草、打药等工作。

2008年，树旁立起了介绍牌。时隔一年，

胡玉民向市园林绿化局争取到11万元资金，

为古柏做了支撑、堵树洞、挖复壮沟等保护

复壮工作，还扩大了铁护栏的保护范围。

随着“九搂十八杈”的名气越来越响，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但也招来一批偷盗者。

“一些从村外来的人对这棵树起了歹

心，防不胜防让我们非常苦恼和气愤。”胡

玉民说。偷盗者从 50 厘米长的地方将树枝

锯断，还破坏了 4 个监控探头。

电子监控防不住偷盗之人，怎么办？

胡玉民决心同这些偷盗之人“死磕到底”，

他指派专员夜间巡逻，加强防护；同时他还

与区园林绿化局协商，为管护员在古柏不远

处盖了两间小房，作为管护站。从此之后，

再没有发生过锯树事件。

2016 年，他再次向市园林绿化局保护

处申请了资金，对古树进行了复壮。

“我和李站长很欣喜地看到社会各界

人士开始关注到古树，并且重视古树保护问

题。我还将继续守好古柏。”胡玉民说。

2018 年，由市民投票评选，“九搂

十八杈”古柏荣获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称号。

胡玉民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他说：“一树一景观，古树印刻着时光的痕迹，

需要更多人崇敬和爱护。”

（文 / 张萌   图 / 杨振君）

雁栖湖畔古汉槐 ：

我要活出精气神

密云区新城子镇 九搂十八杈

北京戒台寺的卧龙松

古树名木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

源，孕育了绝美的生态奇观，是古都北京

3000 多年建城史、800 多年建都史活的见

证者，是与文物、文字并存的古都北京的

第三部史书。北京是世界上古树名木最多

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据最新

普查统计，北京共有古树名木 41865 株，

其中古树 40527 株，名木 1338 株，树种共

计33科56属74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文化、生态和科学价值，还承载着广大市

民的乡愁情思。保护好首都古树名木，对

于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维护古都风貌、弘

扬生态文化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北京古树

名木的保护工作，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古树名木等首

都文化资源，让这些文化“明珠”串起来、

亮起来。为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本市

先后出台了《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暂

行办法》《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

以及 4 部地方标准，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法

规标准体系。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按照市委、市领导的指示精神，进

一步充实完善保护本市古树名木的法规条

例和政策措施，先后出台了《关于切实做

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

加强首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意见》，并与

市文物局联合印发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与

古树名木联动保护机制的通知》，为首都

古树名木保护确立了方向。

为加强北京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首

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围绕新时期古树保护

面临的新课题，着力完善首都古树保护的

战略部署，深入落实政府主导、属地责任、

多方监管、公众参与的保护管理体制和古

树名木保护责任制。在全市开展了定期制

度性巡查，将定期调查与日常登记确认有

机结合，逐步完善的古树名木综合管理平

台，实现资源动态管理；开展全生命周期

管理；就重点濒危古树保护复壮，推进精

细化、精准化管理，按照“一树一方案”、

“专家会诊”、“对症下药”持续地科学

开展抢救复壮保护，开启了古都古树保护

的新篇章。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积极推进古树主

题公园和名木保护及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

设，将古树名木保护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载体，深入发掘古树名木历史文

化内涵，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让古树活

起来”系列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支持

参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监督等工作，

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保护古树名

木的自觉性,提升公众古树名木保护意识。

近年来，北京绿化基金会充分发挥绿化公

益平台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

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监督等工作，还

专门编印《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护》

期刊，为提升广大市民保护古树名木意识，

不断增强保护古树名木的自觉性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我们在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的同时，还

要组织开展保护技术攻关以及知名古树基

因保存、扩繁和回归，推广应用先进养护

复壮技术保护古树名木，通过古树后代扩

繁让古树优良的基因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让首都古树名木生长得更健康，努力实现

首都古树名木总数增、危树减，公众古树

名木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首都古树名木

的后代子孙更加繁荣昌胜，实现北京古树

名木保护工作的目标。

（文 / 曲宏  图 / 杨树田）

“北京古树”是首都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针对北京古树保护专门推出的公众

号，内容除介绍北京古树历史、文化、景

观外，还对北京保护古树的政

策、举措以及活动等进行宣

传，旨在让北京古树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