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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防治荒漠化大计

张永利还向外界宣布：今年 9 月上中旬将在中国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召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13次缔约方大会”。届时将有来自195个缔约方的正式代表约1400人与会，共商全球
防治荒漠化大计。

据悉，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主要任务是围绕联
合国确立的“到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一重大目标，讨论一系列重大
政策性议题，推动形成 《公约新战略框架》 等5项成果，各缔约国提出本国实现土
地退化零增长的国家自愿目标和行动计划。

张永利说，中国政府申请承办第13次缔约方大会，体现了我国履行荒漠化防治
责任和义务的积极态度，表达了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力推进全球荒漠化
防治的良好愿望。中国政府对承办这次大会高度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大会组委
会。根据国际惯例和筹备工作计划，第13次缔约方大会计划安排高级别会议、缔约
方全体会议，以及各类边会、展会、现场考察、植纪念林等活动。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为携手应对这一全球性生态难题，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防
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联合国第十
七届可持续发展大会指出，中国荒漠化防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监测结果显示，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呈现“双减少”，分
别减少12120平方公里和9902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程度呈现“双减轻”，出现由极
重度向轻度转变的良好趋势；沙区植被状况和天气状况呈现“双好转”，植被平均盖度
增加了0.7个百分点，年均沙尘天气次数比上个监测期减少了20.3%。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经过
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国防沙治沙工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规划
体系、考核体系，以及工程建设体系、科技支撑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履约与国际合作体

系，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我国开
展防沙治沙，不仅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树立了样板，还为根治荒漠化这个“地
球癌症”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
界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为推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对 于 防 沙 治 沙 的 “ 中 国 方
案”、“中国经验”、“中国药方”
时，张永利回答说，概括起来说就
是“六个结合”。

一是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
合。一方面由政府给出明确的政策
导向，支持防沙治沙事业开展。包括
国家制定《防沙治沙法》等，启动有
关防沙治沙的重大工程，建立 18 个
部门齐抓共管的协调机制，推行政
府防沙治沙责任制等。另一方面，广
泛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广大民众积
极投身防治荒漠化事业。

二是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
合。对于可以自然修复的区域，通过
划定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实行禁
樵、禁牧、禁垦等措施。对自然修复
难度大、速度慢的地区，主动作为，人工治理。

三是法律约束与政策激励相结合。形成以防沙
治沙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普法教育，加
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

四是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向结合。重点区域通
过布局实施诸如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沙区退耕还林以及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张
北地区退化防护林修复等重点工程项目进行重点治
理，非重点地区由重点工程带动，群众广泛参与，
推进面上治理。

五是讲求科学与艰苦奋斗相结合。既强调尊重
科学、因地制宜，总结推广成熟的防沙治沙技术和
模式，提高防沙治沙的科技含量。又注意从中国实
际出发，强调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目前已在我国
北方初步建立了一条护国安民的绿色长城。从 1978
年到 2016年累计完成造林 4.38亿亩，花费国家投资
195亿元，每亩平均不到45元。

六是治理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不仅在林
种、树种配置，经营方式、治理模式选择方面兼顾
群众的经济利益和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群众
增收，而且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改善当地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从而使
防沙治沙事业有动力、可持续。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位于宁夏灵武
市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内的全国防沙治
沙展览馆，一组组老照片、老物件，不
觉间将我们带进半个世纪前，第一代白
芨滩人以风沙洗礼青春的年代。

“当年的白芨滩是天上无飞鸟，地上
无寸草；黄沙漫天舞，沙丘比房高；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芨滩管理局
局长王兴东用这里传唱多年的民谣向记
者讲述， 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东部，毛乌素沙漠
西南边缘，总面积 8.18 万公顷。据介
绍，从 1953年建场至今，三代治沙人艰
苦创业，完成治沙造林63万亩，控制流
沙面积近 100 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40.6%，在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营造了一
条东西长48公里，南北宽38公里的绿色
屏障，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移和西
扩。特别是在大泉干燥性流动沙区，实
现了沙漠后退20公里的壮举。

近年来，林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都给白芨滩的治
沙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白芨滩
防沙林场改变过去“一季造林、成活靠
天”传统治沙模式，创造出了扎草方格
治沙的成功经验。

驱车行驶在绵延近两百公里的治沙
路上，正值秋冬植苗时节，在大泉沙区
治沙路两侧，随处可见职工忙碌的场
面。马鞍山、大泉、羊场湾、北沙窝、
长流水等管理站的干部、职工们冒着刺
骨的寒风，挥动手中的铁锹，栽下一棵
棵柠条幼苗，一片繁忙景象。

在马鞍山管理站治沙片区，保护区的
职工正带领周边的农民植苗。正在装车卸
苗的职工王贵说：“今年站上早早就安排
了冬季造林任务，把任务分解到工人人
头，已经干了6天了，200多人栽植了18万
株苗子，计划月底全面完成 4000多亩地，
40万株栽植任务。”他身后沙山上的一片
柠条已经20多厘米高。若不是展览馆内
真实的场景再现，记者很难想象这片林

地，竟是由几代治沙人一亩
亩、一片片的努力而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

保护区的治沙工作不仅使白芨滩防
沙林场的职工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周
边部分农民也因环境改变而深受教育，
自觉放下手中的牧羊鞭，当起了护林
员。一些常年靠挖甘草、麻黄谋生的农
民，转变生产方式，积极投入治沙造
林，打工挣钱，获得报酬 600 多万元，
麦柴销售给林场得到收入 500 多万元，
仅此两项，林场周边农民每年从中实现
收入1000多万元。

上滩村工头王文清在林场打工，手
底下从10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多人。据
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买菜都困难，现
在发展沙区经济，建起了果园、温棚，
发展育苗、养殖。通过栽苗、植树、扎
草方格，工头每年能拿七八万元，普通
工人每年能拿6万左右。

在与沙漠的无数次较量中，白芨滩

人探索出“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
“五位一体”沙漠治理开发模式：在沙漠
外围营造大面积以灌木为主防风固沙
林，形成第一道生态防线；围绕干渠、
公路、果园周围建设多树种、高密度、
宽林带、乔灌结合、针阔混交的大型骨
干林带，构成第二道生态屏障。在两道
生态防线的保护下，内部引水拉沙造
田，培育经果林和苗圃，果园成为职工
的“摇钱树”，苗圃成为职工的“绿色银
行”。在田间空地，种植畜草，发展养殖
业，形成了牲畜粪便肥田、林草养殖牲
畜两项循环产业。2015 年，保护区被国
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沙漠公园”试
点，借此机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进而
实现了从“五位一体”治沙模式向“六
位一体”综合发展模式的转变，白芨滩
自然保护区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目前，
已在沙漠中发展经果林和苗圃 1.5 万亩，
种植畜草1000亩，发展养殖。

这种模式坚持“治沙”与“治穷”相结
合，实现了治沙与致富同步发展，创造了
改造利用沙漠、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范
例，被国务院确定为推进宁夏经济建设重
点推广模式。如今，荒漠变绿洲，绿洲变
成了美丽家园。灵武市的山沙区形成了以
白芨滩为中心，连接山区5个乡镇较为完
整的防风固沙林体系，灾害天气逐年减
少，大片良田免受风沙侵害。

据自治区林业厅提供数据，从上世
纪 70 年代至今，宁夏沙化土地面积由
2475万亩减少到1686万亩。特别是1994
年以来，宁夏连续20年实现荒漠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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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上建起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朱 磊 刘 峰

作为被沙漠侵扰
最 为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三面环沙的宁夏，其
变化就是中国防沙治沙工作的

缩影。国家林业局最新监测数据
显示，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从上

世纪末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公里转变
为目前的年均缩减 2424 平方公里，沙化

土地整体扩展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优异的成绩单里，凝聚着至上而下，久久

为功的辛劳付出。多年来，中国实施禁樵、禁牧、
禁垦等措施，保护原生植被，减少生态破坏。推动
三北防护林工程，修建巨型绿色屏障。只有身在其
中者，才能明白国家到底投入了多少金钱与心血。

优异的成绩单里，还闪烁着科技工作者和广大
民间治沙人的智慧结晶。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
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通车。这条中国西部的
大动脉在经过宁夏中卫市境内时，需要六次穿越腾格
里沙漠，近140公里的铁路线要常年经受风沙的考验。

那时，这条大漠中的铁路，其沙漠沿线的天然植被覆盖
率不足 5％，人们创造出麦草方格固定沙丘的方法。如
今，包兰铁路沙漠沿线植被覆盖率上升到了50％，这一
治沙工程被誉为“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迎风坡造林”、“气流法”、“五位一体”……这
些治沙名词，不仅仅是中国人不懈探索，实现“沙
退人进”的巨大改变，也是中国在防沙治沙工作
上为世界探索出的“中国经验”。

近年来，世界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治沙脚
步，并且从中大受裨益。以宁夏为例，从2006
年起，宁夏农科院已承办了11次阿拉伯国家
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260多名学员来自世
界各地，收获满满。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全国需要
完成 10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治理任
务，平均每年需要治理2万平方公
里。目标已经提出，未来，我们

一定能够看到中国为世界
治沙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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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培植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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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的
世界意义

朱 磊

治沙六“猛药”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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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草方格固定沙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