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初心，用乡土花草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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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通讯员 张晋阳/摄

□本报记者 张瞳

时海龙
北京绿普方圆花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志华
北京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处处长

“让绿色撒满方圆大地！” 这是全
国绿化劳动模范时海龙在各种场合经
常会嗨出的一句话。 这一嗨， 嗨出了
他创办公司 “绿普方圆” 的发展目标，
嗨出了时海龙自己努力的方向， 嗨出
了时海龙 “发扬工匠精神， 传承绿色
大爱” 满肩的责任。

因为这句话， 时海龙专注乡土花
草开发、 应用、 推广， 他发挥自身全
部力量到处传播乡土花草知识、 传承
乡土花草普绿爱心， 20年如一日， 他
成了熟人眼中的花草匠人， 成了乡土
花草界的 “草根专家”。

时海龙， 北京绿普方圆花卉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共党员， 退伍军
人， 全国绿化劳动模范， 北京新农人
之一， 2017年北京优秀农创项目 “乡
土花草综合开发与应用” 带头人， 京
津冀地区乡土花草领域引种驯化、 扩
繁生产与推广应用的积极倡导者。

多年来， 时海龙专注园林绿化工
作， 他始终坚持 “三以、 四绿、 五从”
发展思路， 即： 以自然法则选育乡土
花草、 以包容心态应用乡土花草、 以
跨界思维发展乡土花草； 传播爱绿思
想 、 倡导护绿美德 、 播种绿色希望 、
共享绿色生活； 从改善京津冀地区的
城市节水绿化现状出发， 从解决黄土

露天、 推进人工草坪更新换代问题出
发， 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
需要出发， 从乡土花草中精选优良品
种大量推广应用出发， 从企业、 个人
社会责任出发； 以实现生态效益、 社
会效益、 经济效益共赢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 时海龙和他的
团队终于筛选、 培育出了一大批既节
水抗旱， 又生态可持续的本土地被植
物， 例如： 赛菊芋正常花期是6~7月，
通过修剪可以让它开到11月； 荊芥和
毛莨正常就开一个半月， 通过处理可
以开花三次……垂盆草、 委陵菜、 连
钱草、 青绿苔草、 涝峪苔草五种植物
被他命名为 “乡土地被·经典五侠 ”，
可有效解决黄土不露天、 推进人工草
坪更新换代问题。

二十余年的实战经验， 时海龙总
结出了 “乡土花草十八鲜、 傻瓜地锦、
生态边坡、 生态沟渠、 阳台本草花园”
等优质生态产品， 广泛应用于园林绿
化、 乡村美化等项目中。 其中 “绿普”
绢毛匍匐委陵菜还成功通过北京林木
种苗站良种审定。

时海龙不断总结、 不断创新， 在
乡土花草应用技术方面， 成功延长了
部分花草的绿期和花期。

2004年至今， 时海龙已将他选育

的300余种乡土花草广泛应用于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山西等地的城乡
绿化项目中。 并且应用到了奥林匹克
公园 、 天津达沃斯会场绿化 、 怀柔
APEC会场绿化、 2019世园会植物馆屋
顶花园、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景观提
升等重大绿化项目。

近些年来， 时海龙又开始研究乡
土花草品质升级和跨界融合， 将原先
以花卉生产为主的花卉基地变成了花
园基地。 通过基地的资源整合， 融合
发展， 他的基地已成为首都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基地、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
大课堂资源单位、 北京市乡村旅游特
色业态休闲农庄、 北京市中医药文化
旅游示范基地、 北京市休闲农业四星
级园区。

“我理解的传统劳模精神就是能
吃苦、 肯奉献、 爱岗敬业， 而新时代
的劳模， 还必须有工匠精神与创新精
神， 要引领时代。” 当谈及如何发扬劳
模精神， 工匠精神， 传承绿色大爱话
题时， 时海龙这样说。

当下， 时海龙正在以花草为抓手，
项目为支撑， 开始筹办乡土花草博士
工作站、 疗愈花园和健康驿站， 大力
推进乡土花草走进北京大地。 他的目
标是让乡土花草走得更稳、 更远、 更
强， 实现乡土花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让乡土花草绿色大爱得以广泛传播和
传承， 让乡土花草民族品牌走出国际
范儿。

园林工作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
那样总是光鲜亮丽， 因为培育美的过
程常常是充满艰辛的。

在这样一个创造 “美” 的工作岗
位上， 杨志华一干就是33年。

33年来， 从寒冬腊月到盛夏酷暑，
他点燃青春 、 释放激情 、 融入智慧 ，
只为守护他心中的一个梦———为了首
都的 “美貌”， 他可以全力以赴。

33年前， 杨志华从西北农业大学
（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专
业毕业后， 带着梦想加入到首都园林
绿化的队伍中。 那时的杨志华青涩而
懵懂， 面对全新的环境和陌生的园林
植物， 从掌握园林植物生物学特性到
如何有效防治病虫害， 杨志华苦练基
本功。 那时， 他常跟技术人员一起打
理树木、 学习花木养护、 防治虫害等
专业知识。 即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泡
在园圃里， 观察树木生长状况与病虫
害发生等情况。

有人打趣他 ： “你一个大学生 ，
不呆在办公室里， 天天往我们这里跑
干什么， 又脏又累的？” 杨志华笑答：
“你们这里有金子啊！ 我是来淘金的。”
时间流逝， 杨志华的好学与钻研， 为
他的园林人生之路写下了开篇。

一到夏天， 害虫槐尺蠖 （又名吊
死鬼 ） 一直肆虐着北京的大小街道 。

1994年开始， 杨志华会同有关专家和
市区园林部门技术骨干联合攻关， 经
试验推广使用无污染的仿生农药20%
的除虫脲悬浮剂兑水稀释10000倍防治
槐尺蠖 ， 取得很好的防治效果 。 从
1997年开始园林系统全面应用此项技
术， 每年节约化学农药60多吨， 节约
防治经费近百万元， 且降了低环境污
染，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环境、 生态
和经济效益。

俗话说 “三分种， 七分养”。 城市
良好的环境要得以保持， 养护管理工
作不能放松。 杨志华经常实地查检树
木的生长情况， 每到狂风、 暴雨、 大
雪压枝的时刻， 他总是去巡视， 力争
能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2003年11月6日晚， 北京一场冬雪
将树木压得纷纷断裂、 倒下， 整个城
市的绿化树木如同遭受了一场巨大的
劫难。 杨志华立即成立应急抢险指挥
部， 指挥、 协调和组织全市园林系统
集中人力、 物力迅速投入到抢险工作
中去。 随后， 他又针对雪灾对树木特
别是古树的严重损失， 迅速制定出了
《雪灾后树木养护方案》。 为了防患于
未然 ， 他起草了 《园林系统应急预
案》， 经领导审核后已报市政府正式启
动实施， 确保在今后养护管理工作中
把园林植物因灾害性气候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限度。
2017年， 杨志华到首都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当处长， 从专业
的造林管护到从事群众性的绿化组织
动员工作， 杨志华把新岗位当成又一
次历练。 3年来， 在房山区张坊镇建成
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
地； 在全市东南西北建成了四个市级
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结束了北京
五环内无义务植树基地的历史。 此外，
让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义务植树尽
责的全年化， 此做法成为全国的一项
品牌活动。

33年来， 杨志华通过在实践中学
习积累， 成为了业内专家型领导。 从
2000年开始， 他历任检查执法处、 绿
地管理处、 野生动植物保护处、 城镇
绿化处和义务植树处5个岗位的处长，

先后负责北京园林植物养护管理、 园
林植物病虫害科学防治 、 屋顶绿化 、
古树名木保护与复壮、 野生动植物保
护、 城镇绿化建设与管理、 首都全民
义务植树等工作。 期间， 他先后多次
获得首都绿化先进工作者、 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2017年被聘为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管理专家顾问团
专家。 在园林绿化科学技术方面获得
市级奖项3个， 局级奖项3个， 有关学
会协会奖项9个， 合作出版专业书籍10
多部， 发表专业文章30多篇。

杨志华的故事并没有写完， 还在
继续中。 在他身上， 人们看到的是辛
勤的绿化园林人的缩影， 他们用青春
化作滴滴甘露， 浇灌、 耕耘着首都的
园林绿化， 守护着城市环境的和谐发
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

奋战33年只为首都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