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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愚公图布巴图

“从 1988 年到 2016 年，中国库布其沙
漠真是经历了沧桑巨变。”2017 年 7 月 2
日，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
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出
了上述这段话。这一感慨，来自于他在库
布其考察的亲身体验。

前不久，参加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科技
创新国际高峰论坛的多位外国专家到库布
其实地考察。在生态光伏项目现场，日本沙
漠绿化实践协会会长田刚釟郎被场面所震
撼，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通过甘草种植带动了相关产业，进而
提高了当地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农牧
民可通过种植甘草或将土地出租用于甘草
种植来赚取收入。”今年 7月，南非最大新
闻信息网站之一的“独立在线”在 《中国
治沙经验可以令他国受益》 一文中谈到了
库布其治沙过程中种植甘草的经验。

今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亿利公
益基金会联合成立“一带一路”沙漠绿色
经济创新中心。该中心将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生态修复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
进行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专业人才培养
等。“多年实践证明，沙漠是可以变绿
的。”库布其治沙项目负责人、亿利资源集
团董事长王文彪表示，我们愿意把库布其30
年的沙漠绿色经济的成功实践，分享到全世
界的荒漠化地区，为对抗沙尘暴和实现联合
国2030土地零退化做出新的贡献。

绿化面积5000多平方
公里，控制沙漠荒漠化面
积达到 1.1 万平方公里，
这是库布其沙漠治理带来
的成果，也是中国在防治
荒漠化成就中的一个缩
影。中国的治沙为何能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笔者
认为，长效治沙，需要变

“输血”为“造血”，通过
扶持相关产业，让企业和
当地群众获益，从而自愿
与政府一起投入到治沙行
动中，才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比如在库布其，当地
政府与亿利资源等企业合
作，采用 PPP 合作模式，
即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
产业化拉动、农牧民市场
化参与的“生态、产业、
民生”共赢模式。除了库
布其，中国其他地区也都

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发展
出了因地制宜的产业模
式，既做到防沙治沙，又
产生经济回报。例如内蒙
古的通辽在含水量较高的
沙漠中种植水稻，成熟后
的“沙米”在市场上广受欢
迎。有的地方通过治沙后
发展沙漠、绿洲旅游项目，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如同有人形容垃圾是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一样，
沙漠本身也可以是一种资
源，就看如何进行转化和
利用。在控制沙漠化、营
造更多绿洲的大背景下，
沙漠种植业、沙漠工业、
沙漠旅游业、沙漠畜牧
业、沙漠能源业都可以得
到发展。这在中国的治沙
经验中已经得到了体现。

“福兮祸之所伏，祸
兮福之所依”，事实上，
沙漠并不可怕，将沙漠变
废为宝正在一步步成为现
实。多方获益，长效治理，

“造血”的治沙才能让参与
者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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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明沙到处流，沙压房子人搬
走，沙蓬窝窝沙葱菜，养活一代又一
代。”在库布其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道
图嘎查村，这首当地流传的歌谣正是对
过去库布其沙漠里活的写照。

沙漠里没有路，村民骑骆驼到最近
的镇上购物，来回一趟要 6 天。许多孩
子到十三四岁也上不了学。

改革开放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等地方政府在积极实施“三北”防护林
工程的同时，出台“谁经营、谁受益、
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广泛引
导个人和企业参与治沙绿化，形成了政
策支持、企业产业化和公益性投资、百
姓市场化参与的独特模式。以亿利资源
集团为代表的一批企业根植沙漠，探索

了一条长效的产业化治沙机制。
如今，库布其治沙项目启动 29 年

来，控制沙漠荒漠化面积达到1.1万平方
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1/3，使沙尘天气
减少了 95%。沙漠中也已生长和呈现出
5000多平方公里的绿洲，生物多样性得
到了明显恢复，绝迹多年的狼、狐狸、
天鹅、山鸡、野兔、沙冬青、梭梭等野
生动植物不断增多。

治沙纵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好
的方法可以让治沙变得事半功倍。甘草
平移栽培正是治沙讲技术的例子之一。

甘草，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也是
治沙先锋植物。一棵甘草就是一个“固
氮工厂”，对沙地有明显的改良作用。正
常生长的甘草，每一株的绿化面积为 0.1
平方米。而库布其则在治沙过程中使用
了新技术，让甘草横着生长。于是，一
棵甘草的绿化面积从 0.1 平方米扩大到 1
平方米，绿化效率提高了10倍。

除了甘草的种植，在库布其的茫茫
沙漠中，泛起的一片片蓝光也颇为引人
注目。这便是数以万计的光伏板。“板上
发电，板下养羊，板间种草”。在这里，
光伏板提供清洁能源；光伏板之间铺设
着喷灌系统，栽植着甘草、苜蓿、沙打
旺、杨柴等牧草，防风固沙，一举多
得；光伏板下养殖优质绵羊和灰雁等畜
禽，构成了立体生态产业体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水气植
树法、螺旋钻植树法、螺旋钻植树法，
这些方式都不需要挖土坑、减少对土壤
和地表的搅动，更适合沙漠地区种植，
成本也更低。

睡着长的甘草不只是发挥防风
固沙的作用，通过科技手段，它们
还被转化成为亿利复方甘草片、亿
利复方甘草口服液、亿利甘草良咽
糖等药品和保健品，构建了完整的
甘草产业链。而这一产业链的产
生，让当地人在治沙过程中也摆脱
了贫困、过上了富裕生活。

杭锦旗巴音乌素嘎查牧民吉仁
门肯家里原有 3000 多亩草场，由
于沙化严重，2009 年被列为禁牧
区，一家人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
后来，沙地通过流转租给了亿利资
源集团，自己也在集团的指导下，

学会了种甘草，过去7年已累计收
入近30万元。“种下甜根根，拔掉
穷根根”，应用平移栽培法，当地
农牧民用3年左右的时间，几十棵
甘草可将一亩沙漠改造成良田。先
后有 5000 多人因为种植甘草而脱
贫致富。

发展光伏产业也是脱贫致富的
一种方式。据统计，库布其光伏项
目建设期间，共创造了就业岗位
1000 余个，农牧民增收 1900 余万
元。另外，采用公司+农户的合作
机制，帮扶当地建档立卡的 57 户
贫困户进行种植、养殖和清洗光伏
板，在提高发电效率 4%的同时，
每户可净增收 3.5 万元，实现脱贫
致富目标。

探索长效治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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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梭树的“主人”

“额济纳”在蒙语里是“主人”的意
思，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土尔
扈特部蒙古族不堪忍受沙俄压迫，毅然自
伏尔加河东归至额济纳。历史上的额济纳
绿洲在黑河水的滋养下水草丰美、林木茂
密，东西居延海碧波荡漾，鸟鸣水清。

然而上世纪中叶以来，黑河中上游大
量工农业用水使得下游供水急剧减少，
东、西居延海干涸，风起沙扬，成为肆虐
华北沙尘暴的策源地。

当时，在古日乃苏木担任人大主席的
图布巴图对环境恶化同样十分忧虑，“我在
这个地方生长、工作、生活。生态恶化令
人心痛，我必须要做点事情”。作为土尔扈
特的后人，图布巴图感到了深深的责任和
使命，本可以到县里享清福的他提前办理
了退休手续，留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古日
乃，和妻子一起开始了漫漫治沙之路。

万事开头难。当时额济纳旗年平均蒸
发量是降水量的几十倍。“刚开始的那几年
真是艰苦”，图布巴图回忆道，“严重的干
旱使幼苗长不起来。这里长不出来，我就
换下一个地方，直到能长出来为止。”在恶
劣的自然条件下为了能让长出的幼苗存
活，夫妻俩必须要到30公里外的深井打水，
再用骆驼一趟一趟地拉回来浇水。而在治沙
作物的选择上，图布巴图也费了一番心思，

“最初也种过白杨树，松树，可是一旦不浇水
就死掉了，后来把当地的梭梭树、沙拐枣等
用来试验，发现效果最好的就是梭梭树。”

梭梭是一种独特的沙漠灌木植物，生
长迅速、枝条稠密、根系发达，因其抗
旱、抗热、耐盐碱的特性使其在防风固沙
植物中备受欢迎。经过不断探索，图布巴
图总结出了梭梭树种植经验，“一般春天风
大，把梭梭苗泡在水里，等风势减弱抢时
间栽种。夏天沙漠中的气温高，梭梭苗需要
补水，一般一天得去浇3次，秋天、冬天主要
做树木的管护工作，防止牲畜越栏偷啃梭梭
苗”。渐渐地，一道10多公里长的梭梭树围栏
在荒漠边缘成形。

“我的目标是种一万亩”

多年来，图布巴图老两口身背水壶、
手拿铁锹、埋头苦干的身影，同这一道梭
梭树“绿色屏障”一起，成为守护额济纳
绿洲的一道风景。长期的野外作业，使得
夫妻俩的面庞被大漠骄阳烤得黝黑，双手
皲裂得如同树皮，手指和手背上也都贴着
泛黄的胶布。长年的风吹日晒，使得两位
老人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

2010 年，图布巴图老人因一场重病住
进了医院。两次手术后，医生叮嘱他要好
好休养。然而图老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忍
不住回到了牵挂的梭梭树旁。2011 年，妻
子陶生查干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子女们想
接老两口到旗府所在地就近照顾，被图老
回绝，“你们就不要劝我了，在县里我也呆
不住。我放不下古日乃湖，放不下梭梭
树”。已是花甲之年的图布巴图一边悉心照
顾妻子，一边依旧风尘仆仆地骑着摩托车
运水、种树。

2012 年春，额济纳旗气候异常，有效
降水缺乏造成了持续干旱。为了打机电井
提水，妻子生病时都未开口借过钱的图布
巴图老人在亲戚朋友处借了3万元，这让包
括儿女在内身边的很多人不能理解。对
此，图布巴图只有一句话，“家乡不能就这
么被沙子掩埋了，这是我最大的坚持”。

十五个寒来暑往，从年届半百到年近
古稀的图布巴图老人，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干旱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种出了一片绿
洲。多年来，图布巴图已累计将 80多万元
用于绿化治沙，人工种植梭梭树 5万多棵，
成功抢救保护梭梭林2000亩，封围荒漠的绿
化率达到80%以上。

图布巴图在绿化治沙上的坚持与奉献
也感染着越来越多的牧民，他们自愿加入
到绿化治沙的队伍中。当笔者问起图布巴
图今后的打算时，他爽朗地一笑，“一直把
梭梭树种下去，我的目标是种一万亩”！

令人欣慰的是，额济纳旗乃至整个阿
拉善盟的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改善中。国务
院在 2001 年安排了近 5 亿元用于治理额济
纳旗生态环境，实施了黑河抢救与生态保
护工程。黑河水在经过全流域统一分水调
配后再次进入了东、西居延海。2017 年 1
月-3 月，额济纳旗的降水量更是创下 20 年
来的历史新高。目前，在生态治理工程的实
施下，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得
到进一步遏制，天然胡杨林及生态脆弱区的
草牧场正在慢慢恢复往昔的生机。

“如果更多的人投入到生态保护中，我
相信额济纳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图
布巴图在采访的最后对笔者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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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位于

内蒙古鄂尔多斯。过去的库布其，黄

沙漫天，一片荒芜；而今经过近 30

年治理，沙漠里已生长出 5000 多平

方公里绿洲，生物多样性明显恢复。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位于中国的西北角，巴丹吉
林沙漠的边缘。从当年《新闻调
查》 所披露的“沙起额济纳”，
到如今满目苍松翠柏、金色胡杨
和大片梭梭树的额济纳，让人深
为赞叹。在创造这一变化的背
后，有这样一位老人，他15年坚
持用一把锹、一担水，治沙2000
余亩，种下5万多棵梭梭树，守
护着大漠深处的一片绿色。他就
是被人称为“治沙愚公”的图布
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