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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将军冯玉祥
方克逸 北宋初年，郭进被宋太祖任命为洺州（治所今河北永年）防

御使，又委以西山巡检重任，身处抵御北汉和契丹的最前线。
郭进出身贫寒，年轻时嗜酒好赌，不过他天性豪爽，喜欢豪

侠，投身军营后因战功逐渐成为一名将军。他没什么文化，治
军就一个字——“狠”，手下的士卒违反了军令，他经常不问情
节轻重，动辄处斩。对此，宋太祖也心知肚明，每次派遣戍卒前
往西山报到前，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汝辈谨奉法，我
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到了西山一定要谨慎守法，你们如触怒
了我，我还会宽恕你们，但得罪郭进，他必定会杀了你们！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
有一次，一个军校触犯了军令，他深知郭进知道后自己一

定性命难保，索性铤而走险跑回京师，向宋太祖揭发郭进在西
山滥杀无辜。这下他是撞枪口上了，因为宋太祖对郭进那不
是一般的器重。曾经宋太祖诏令工部在京城为郭进建造宅
第，特别指示“悉用筒瓦”。有关部门搬出条例，称：“依旧制，
不是亲王和公主的宅第，没有资格使用筒瓦！”宋太祖勃然大
怒：“郭进镇守西山十余年，抵抗北汉与契丹，使我免除北顾之
忧，我岂能把他看得比儿女还轻？别再妄加议论，速速前去按
诏令监督建造！”
宋太祖亲自审讯军校，三言两语便明白了军校的小心思，

他对左右人说：“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尔。”他不过是犯有
过失害怕责罚，所以故意诬陷郭进以求免罪罢了。随后派特
使把军校押送回西山交还郭进，“令杀之”。
见到被押解回营的军校，郭进并没有怒气冲发，还命人给

他解绑，然后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敢到京城告我的状，的确
很有胆气！现在北汉大兵压境，大战在即，我恕你无罪，希望
你上阵踊跃杀敌，你若立下战功，我立刻向朝廷举荐你为官；
如果战败，你可以投奔北汉！”

军校一听，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效死命。在随后的战
斗中，这名军校“踊跃赴战”，带头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立下
战功。郭进于是亲自上书宋太祖，详细陈述了他的功绩，请
求授予他官职。太祖看罢，回复说：“这个人诬害我大宋忠
良，这点战功让他用以赎罪就足够了，赏官就免了罢。”没有
同意。郭进再次上书恳求说：“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
太祖于是答应了，给这个军校如约升了官。

这或许才是郭进所向
披靡的秘密。一支队伍真
正富有战斗力，作为主帅除
了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言
而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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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植树活动和法规

我国在上古时期就有五谷种植活动，黄帝
的妻子嫘祖教民养蚕，那时应有桑树种植。《周
书·大聚篇》说：“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
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能是最早的保护山林
的法令。舜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处理
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车马大道两
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
路者食宿。《诗经·召南》有一首《甘棠》诗：“蔽芾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当时人们就有保护
古树的意识，因为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断案
件处理政事，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这棵树，
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下诏鼓励植
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月令》说：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当时的官员就知道
要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汉朝在漠北一带
种植大量榆树，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
边关驻军的环境，防止匈奴的袭扰。

据《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后，采
纳大臣建议，诏令百姓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
固河基，并制定奖励措施，每栽植一棵柳，奖励
绢布一匹。没过几年，大运河两岸已经是杨柳
依依，郁郁葱葱，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唐人杜
宝撰写的《大业杂记》说：“两岸为大道，种榆
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唐朝是一个森林密布、木材和林副产品十
分丰富的朝代。朝廷重视“劝课农桑”，《田令》
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
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通过法
律规定在田间种植不同的树种，改善农田周围
的环境，防止农田的水土流失。《唐律》有不少条
款涉及林业。《唐律疏议·杂律》就规定：“诸于山
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
里；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
私器物，及毁伐林木稼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
毁官物者，各减三等；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
杖六十；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
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这些都是以森林保护
为重点内容的国家法律。

宋太祖为了巩固黄河河堤，于建隆三年
（962）九月下诏：要求汴京与周边地区的官吏和
民众在黄河、汴河两岸堤坝上种植柳树、榆树。
各地官民都在黄、汴堤坝上植树造林，使得黄、
汴堤岸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小型生态系统，有
利于环境的保护。宋朝还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
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
级。宋代法律规定禁止民众砍伐桑树、枣树作
为柴薪，“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
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
役，从者徒三年”。毁坏木林者最低面临三年刑
罚，最严重者甚至要被处死。

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
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
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
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
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规定“凡
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
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
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

清朝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百姓植树，
并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据有关史料
记载，乾隆帝曾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兵士每人每年
要种柳100棵，并且对树苗的规格、栽植标准有严
格要求，要保证成活率。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
的民众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
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
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乾隆皇帝
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
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
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
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
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
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

民国时期曾有三个植树节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一个法定意义上的植树
节，直到民国时期才设立植树节。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
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清光绪二十年
（1894）初，他上书李鸿章，谈到中国为什么日益
贫困，以及解决贫困的根本之道：“是在急兴农
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撼
也。”可惜当时李鸿章忙于军务，未接见他，孙中
山仅领得一张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孙中山在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设立了农林部，
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

我国第一个植树节的设立是中国近代著名
林学家、教育家凌道扬先生倡议的。凌道扬，广
东省宝安县（今深圳）人，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
奠基人和中国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1912年
入美国麻省农业大学，后入耶鲁大学林学院，
1914年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是中国获得

该学位的第一人。凌道扬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
与热忱回到祖国，致力于森林科学的研究和宣
传普及工作。凌道扬曾自述从美国学成回国时
的情形：“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
麓，一任若彼濯濯耳，故所谓森林，遂未之见，所
谓造林，尤未之闻。”1914年，凌道扬参与制定了
中国第一部《森林法》，于同年11月颁布实施。
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看到祖
国遍地荒山秃岭，一目十里，濯濯不毛，联名上
书北洋政府，倡议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

北洋政府于1915年7月31日正式下令，规
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并于次年在全国推
行。1916年清明节，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马金
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典礼。代袁世凯出
席典礼的官员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
要在植树节期间指定地点，选择树种，举行植树
节典礼并从事植树活动，各级政府、机关、团体、
学校要如期参加。由此京城也加大了树木种植
及管理，进一步明确了林木看护为警察厅的职
责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马路
两侧栽植行道树，对损坏树木者进行处罚。

为了更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凌道扬于1917
年发起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学研究组织——
中华森林会（后易名为“中华林学会”），并被理
事会推举为首任理事长和中华林学会第二、三、
四届理事长。该会宗旨包括：提倡森林演讲，筹
办森林杂志，提供林学咨询，建设模范林场。
1921年3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林业科学刊物
《森林》创刊（后易名《林学》），凌道扬在该杂志
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较大，清明节
作为植树节仅对北方地区适合，对南方来说实
在太晚，已经过了植树的最佳时机。如当时的
湖南省都督谭延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定在每
年的春分为植树节。1916年12月训令各府、州、
县植树造林，开办林务，建立各级林业公会，颁

布林业公会章程，省督府内设“林务办事处”。
配备四名林务督导员，巡回各县督办林务。聘
请林业专家凌道扬来湘讲课，传授育林技术。
1917年3月21日春分日，湖南省公署原定当天
前往岳麓山植树。但是，这天天降大雨，没能成
行，于是推迟到3月23日上午，在岳麓山正式举
行植树节典礼及植树活动，谭延闿率领政府各
部门的大大小小官员前往岳麓山植树，所植树
木为柏树。谭延闿在仪式上发表演讲：“古书称
岳麓山昔为林木茂盛之地，所谓唯楚有材，但如
今的岳麓山却童山濯濯，今日举行植树节典礼，
乃为人民提倡植树观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1928
年3月1日，在孙中山逝世三周年之际，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上，做
出了如下决议：总理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
树，以为植树造林之提倡。国民党中央政府于3
月2日通电各省，以孙中山的逝世日3月12日作
为植树节，并于3月12日下午在紫金山拜谒中
山陵，举行植树典礼，政府各机关、各团体万人
以上参加。

新中国义务植树蔚然成风

因为连年战乱的毁坏，新中国成立之初，森
林覆盖率仅有8.6%左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所以，植树造林、保护美丽家园成为一项重
要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生态奇迹。

1950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禁
止盲目开荒及乱伐山林的指示》指出，要封山造
林，严禁烧山与乱伐山林，要有计划地采伐林
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加强

林业工作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大规模开展封山
造林运动，使十年二十年后可抚育成林。要结
合全面性植树造林运动，普遍进行封山造林、育
林；1956年1月，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在12年
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
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
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是年3月，毛
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持
续不懈的绿化祖国征程；1958年4月7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
示》，要求迅速地大规模发展造林事业。为了使
造林运动得到普遍地、有计划地发展，在尽可能
短的时期内改变我国森林不足和分布极不平衡
的状况；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
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
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1979年２月23日，在邓小平提议下，在第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每
年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的决定”；1980年3月
12日，在新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到来之际，邮电部
发行《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特种邮票；1981年12
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法律
上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三至五株的
义务；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男11岁至60岁，女11岁至55岁，除
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
1982年植树节，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
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从此，每年植树节
全国各地都开展义务植树活动；1984年2月，全
国绿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国植
树节标志，以提高中国植树节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方便民众有组织地参与绿化活动；2020年7
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明确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植
树的季节也不同。因此，中国多个省市根据本
地的气候条件，规定了本地的植树月，植树周，
植树日，以加深人民群众对绿化意义的认识，推
动本地区绿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2022年3月3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连续10年同大家一起参加首都义务植树，这
既是想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也是要推动
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
种子，号召大家都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
动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我们的祖国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党的十
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义务植树作为全民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含
义。十年来，我国持续保持森林面积和森林蓄
积量“双增长”，增幅居全球首位，人工林面积稳
居世界首位。这十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四
分之一的新增森林面积，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价
“中国造林，全球受益”。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新时代，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笃行不怠、赓续前行，奋力绘
就中华大地的壮美生态画卷。

《种树图》，徐悲鸿作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一生叱咤风云，在中国现代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系农民出身，又始终保持着
农民的本色，曾被誉为“布衣将军”。鲜为人知的是，他还
是一位爱树之人，曾在军中下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
栽十棵。”驻兵北京时，他率领官兵广植树木，故有“植树将
军”之誉。
《冯玉祥自传》有“种树”专节记载：
语云：“十年之计树木。”而森林所在，又能变气候，蓄

雨水，御风灾，利卫生。故近日东西各国，关于种树皆极

注意。昔吾镇守常德时，见其东西官堤，长约三十里，其

两旁隙地，废置殊为可惜。吾因令官兵协助绅民，悉行种

植树木，为数不下数万株。继在陕西，十一年春，既将省

城内外及汽车路两旁遍栽杨柳，而植树节日，余又亲率官

兵至韩信冢，植树数千株焉。及至南苑，其地至永定门与

至团河之大道，吾既令官兵修成马路，更于各马路两旁遍

栽树木，而附近隙地，则种植松柏，杨柳尤多，且另辟地五

顷余，为大规模之苗圃，以育树苗。及今视之，林木丛翠，

蔚然为观矣。

冯玉祥植树爱树，以树寄意。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
泉镇显龙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革命滦州起义
纪念园，为重要革命史迹。曾参加了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将

军，于1936年11月主持建此园，以纪念滦州起义牺牲的先
烈，并题楹联：“此日园林簇锦绣；当年勇烈动山川。”续联：
“尺山尺水，永留血迹；一花一木，想见英风。”赋予园林草
木以人文情怀。

冯玉祥爱树如命。据说在他驻兵徐州时，曾带领官兵
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
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这首“丘八诗”背后，
还有一段趣闻。

原来，冯玉祥有一次路过某县长的府邸。这个县长正
在改建房子，觉得门口的一棵百年老树碍事，便让人把树砍
掉。冯玉祥正好看见这一幕，急忙上前制止。

砍树的见他衣着朴素，一副寻常人打扮，加上这是县长
指派，耽搁不得，便不予理睬。冯玉祥找着领头的人物，写
了一张纸条让他交给县长。领头看他如此理直气壮，不敢
怠慢，便将纸条转交给县长。县长看到纸条上写了一首感
慨大树百年栋梁难成的打油诗，便以为是个穷酸秀才有感
而发，仍然不予理会，让人第二天接着施工。

没承想隔天一到现场便愣住了，大树上又贴了一张纸
条，内容赫然：“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
砍谁的头。”再看落款，竟是“冯玉祥”。县长被吓得赶紧登
门赔罪，结果被冯玉祥勒令游街，一边走还要一边宣讲不准

乱砍滥伐树木，谁有违反，那就按“丘八诗”规则伺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举义

出师，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大增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却
遭到亲日投降派的忌恨。在日、蒋势力双重压迫下，冯玉祥
被迫离开抗日前线，解甲上了泰山。其间，冯玉祥为泰山民
众办好事，一是办学，二是植树。他对武训办学特别崇拜，
在泰山共办了15所武训学校。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供
应书籍、笔墨、纸张。经费来源除韩复榘、宋哲元每月各送
给冯玉祥的2000元外，还把他中央委员的800元月薪也贴
了进去。

为了防止自己离开山东后，所办武训学校无力办下去，
冯玉祥运筹各校分别栽下一万棵苹果、梨、桃、葡萄、核桃等
果树，以果树收入作为各校的办学基金。冯玉祥在泰山开
办武训学校，鼎盛时期有学生两千多人，使得周围贫苦家孩
子入学难的状况大为改观。

1936年，冯玉祥回到故乡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夏阁
镇竹柯村，带回了几千棵桑树苗，作为礼物送给父老乡亲，
还建立了一个小型试验农场，并创办了元山学校。次年，冯
玉祥再次回到故乡，捐资购买百万棵松树苗，发动民众植树
绿化。他除自己参加植树，还不厌其烦地向乡亲宣传种树
诸多好处，并与本地园丁司宗木签下一项“包栽包活松树一
百万棵”的合同，言定三年完成。此举使得竹柯村小佛岭南
麓至元山万家山迄今郁郁葱葱。万亩荒山，焕然秀木，彰显
了冯玉祥植树将军的绿色情怀。

1946年，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虽身在异国，犹念念不
忘故土。当他参观过美国的农、林、牧发展情况后，当即给
巢县县长写了一封信，对故乡的建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关
于植树造林写道：

巢县的荒山太多，必须种树木，好处说不尽。最好组织

一个森林栽培委员会，经常有人管理，若每年你能给巢县人

民种一百万棵树，那么三年的话看有多少树，十年就很可

观。这样没有旱年涝年，人民不但有烧的，并且按秩序砍

伐，还可卖钱。

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措辞朴实无华，句句都是
为老百姓着想的大实话，饱含着冯玉祥对故乡的深情厚
谊，其中一句“必须种树木，好处说不尽”，可谓植树将军的
绿色宣言。

据冯玉祥长女、1991年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有突
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冯理达生前介绍，1946年至
1948年，她在美国学习并担任其父冯玉祥秘书，做爱国华侨
和爱国学生工作。在纽约期间，冯玉祥预感人生无常，未来
生死难料，于是留下一封遗嘱，安排身后之事。其中有一条
写道：将来如果不能魂归故里，那遗体就火化处理，骨灰撒
于太平洋；如果能回国内，则将骨灰深埋地下，当作树木的
肥料，等长成之后，可将此树木用作学生的课椅，也好不白
白浪费了。

《我》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要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冯玉祥诗作

植树节是按照法律规

定宣传保护树木，并组织动

员人们积极参加以植树造

林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节日，

以此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

热情、意识到环保的重要

性。我国古代尽管没有法

定的植树节，但是自古就有

春天植树的好习惯和一些

护树的法令法规，一直到民

国时期诞生了植树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