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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带给国人文化自信
王离湘

施佳丽

初秋，广袤的鄂尔多斯大地依然绿韵飞扬。《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正在中
国西北角鄂尔多斯市举行，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全世
界的焦点。
196 个缔约方代表团及相关国际组织、民间组织
代表、嘉宾及部分国家元首约 2000 人出席盛会，他
们既带来了全球各地荒漠化防治的新思路，也带来
了世界人民对大会的殷切期望。
这是一片热情的土地。鄂尔多斯敞开怀抱，迎
接四海宾客，共享绿色盛宴。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类
福祉”，将推动形成 《公约新战略框架》 等 5 项成
果，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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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绿色的盛宴。会议现场，鄂尔多斯荒
漠化治理短片让在座的与会代表深受震撼：让家园
铺满绿色，是鄂尔多斯人始终如一的执著追求。
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其沙漠和四大沙地之
一的毛乌素沙地“盘踞”在鄂尔多斯北部、西南
部，占据着鄂尔多斯 48%的土地面积；还有 48%的土
地是砒岩裸露区和干旱硬梁区……作为“全国生态
最为脆弱的地区”，土地荒漠化成了鄂尔多斯几代人
挥之不去的切肤之痛。鄂尔多斯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最初更像是一场倒逼之旅。
关山阻碍，并没有挡住鄂尔多斯人向往绿色的
脚步。据全国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
示，10 年间全市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580.8 万亩，沙
化土地总面积减少 42.69 万亩。目前，境内毛乌素沙
地和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 70%和 25%，重点治理区
生态得到明显改善。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一份
份荣光可鉴的证书是对鄂尔多斯人汗水的最好回报。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库布其治沙模式体现出中国
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在沙尘暴治理方面的
积极探索，值得世界借鉴。”这样先进的治沙经验和
成功实践也是本次大会落户鄂尔多斯市的重要原因。
通过本次大会，防治荒漠化的鄂尔多斯模式将
走向世界，与世界共享绿色经济。

构建生态文明中国方案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以资源环境的永续承载能力
为基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社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
国追求“绿水青山”，也在践行着一个世界大
国应有的责任。可以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就是具体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塞罕坝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历程就是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高
寒沙地生态建设的拓荒者，塞罕坝人始终秉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把建设林场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践平台，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不追求短期效益，在科学
合理的环境容量内，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走
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道路。塞罕坝人始终坚
持经营和保护并重、利用和培育并举，保持
年采伐量不超过年增长量的 1/4，加大零散宜
林地、石质荒山等困难立地造林绿化力度，
采用先进技术造林，优化树种结构，确保森

林资源释放最大生态红利。当前，塞罕坝已
成为世界人工治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典范，
是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的世界窗
口。
塞罕坝人取得的生态成就，是一部丰富
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
教材。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今
天，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必将有利于在
全社会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价
值观，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大的智慧和勇
气，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供
强大的精神支撑。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梦的核心就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构筑伟大中国梦需要千千万万个流淌着“塞
罕坝精神”血液的“塞罕坝英雄群体”。作为
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坝上播撒的每一
分绿色都浸透了中华民族精、气、神，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族文化”
一脉相承。

绿色生活传递文化价值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
色发展是以绿色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
式，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全新诠释，其中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重
要的实践途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所谓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按照社会生活
生态化的要求，培育支持生态系统的生产能

祖孙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内玩耍

世界分享鄂尔多斯经验

近期以来，河北围场塞罕坝机械林场聚
集了全国的目光：55 年中，三代塞罕坝人建
成 112 万亩世界最大人工防护林，成为护卫
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生态屏障；经济效益实
现稳步提升，林木总蓄积 1012 万立方米，林
场资产总价值 202 亿元；每年提供超过 120 亿
元的生态服务价值。这些成就深刻诠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力和生活能力，创建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子孙
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的生活方式。培育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人们从理念上认识其重要性、必要
性，还需要多管齐下、共同努力。在我看
来，最重要的是不能丢掉文化这个根本。因
为在影响生态的所有因素中，文化是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文化
自信。
解读塞罕坝精神，要从文化自信的角度
出发，既要从历史和现实的时间跨度去认识
塞罕坝人反复实践和探索出的生态之路，也
要从精神和利益的思想维度对眼前与长远，
局部与整体、个人与国家进行深刻的剖析思
考。无论哪一点，我们都可以得到共同的一
个结论，那就是塞罕坝精神的内涵，源于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基因中
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凝聚了中国智慧和文
化哲学，对推动当代中国绿色文化发展，使
绿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融入时代血脉，成
为生活时尚，起到巨大的引领示范作用。
这是一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之路。“塞罕坝精神”的遵循原则是天人合一
发展观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
长”；“塞罕坝精神”的力量源泉是以人为本
的不懈追求，用一丝不苟工作态度和脚踏实
地的工作业绩，表现出了对绿色、对人民、
对 事 业 的 无 限 热 爱 。“ 前 人 栽 树 ， 后 人 乘
凉”，可以说，在茫茫荒原上选择了坚守，就
是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清贫，选择了无悔，
这正是“塞罕坝精神”传递出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这是一条彰显革命红色文化的自信之
路。“天下至德，莫大乎忠”。正是因为国家
战略需要，为了“不叫风沙虐京城”，一声令
下，来自全国各地年均 24 岁的三百多名热血
青年，集结在近乎生命禁区的塞罕坝的荒山
野岭上。2 万多个昼夜，三代人的奋斗，他们
在流沙中植树，在荒漠上建房，为子孙后代
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优美环境。因生活条件恶
劣 ， 首 批 创 业 者 去 世 时 的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52
岁，但支撑他们全心全意、爱岗爱国的核心
精神，为对党和国家忠诚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百 家 谈

压题图：鄂尔多斯康巴什文化园

TCL：
TCL
：参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建设
建设，
，加速国际化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TCL 集团借势“出海”，在国际市场竞逐弄

中立于不败之地。

国际化发展的高效率，也从侧面展现了 TCL 坚持创新引领企业加速转型

潮，在国际化方面成果较为突出。目前，TCL 集团连续三年营收超过千亿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开幕的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展（IFA）前

发展的战略。TCL 认为，在创新驱动下，中国企业一方面要依靠技术创新

元，产品远销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过一半的营收来自海外，已

夕，TCL 面向全球召开了新品发布会，推出 X6 XESS 私人影院、C5 都市蓝

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在新技术产业领域敢于投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企业。

调电视、P6 超清薄电视三大系列新品，尤其是作为旗舰产品的 X6 XESS

入，通过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努力建立起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真正实

依托“三军联动、品牌领先、扎根当地发展”的国际化战略，TCL 在海

私人影院，凭借着众多领先音画科技惊艳亮相 IFA 展并斩获“IFA 产品技

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外各主要市场都进行了布局。其中，波兰工厂主要辐射欧洲市场；越南工

术创新大奖”中的“量子点技术金奖”，这也令 TCL 在今年下半年的市场值

厂主要辐射东南亚市场；墨西哥工厂主要辐射北美和中美市场；埃及合资

得期待。

工厂辐射整个非洲和中亚市场；巴西合资工厂，覆盖整个南美洲。
TCL 波兰工厂，是 TCL 欧洲产业链布局的一个核心链接点，是 TCL

TCL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 23 个研发中心，共有 7000 余名研发人
员，每年的研发投入达销售收入的 4%以上，2016 年研发投入 42.7 亿元。

目前欧洲是 TCL 的重点市场，TCL 将会加大力度去推广。德国柏林
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期间，在展馆内外，欧洲核心城市的地标建筑、机
场等场所，随处可见的 TCL 产品和品牌广告也表达
了 TCL 强化欧洲市场竞争力的决心。

业务辐射整个欧洲的原点。TCL 以波兰为中心最远辐射到葡萄牙，将货

专利申请已累计 24669 件，专利授权已累计 10986 件，2016 年，TCL 集团专

物送达仅需 4 天，大多数欧洲国家仅需 3 天。

利申请量在国内同行企业中排名第五，发明专利申请量在国内同行企业

所未有的大平台，TCL 将把握机遇，

中排名第四，TCL 集团旗下企业华星光电在国内企业 PCT（专利合作协

积 极 参 与“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提 升

定）国际申请量中排名第四。

TCL 的国际影响力，把 TCL 国际化

立足波兰辐射欧洲，TCL 国际化布局新样本
TCL 波兰工厂始于 1998 年，由法国汤姆逊公司建立并运营。2004 年

未来 TCL 会在半导体显示技术、智能互联网应用方面加大投入，争取

TCL 完成了对汤姆逊的兼并，这家波兰工厂也随即划拨到 TCL 旗下并运

在两个技术领域都能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此外，TCL 将聚焦智能制造，

营至今。目前，TCL 波兰工厂是中国在波兰最大的制造工厂，TCL 通过波

提升工业能力。八月初，TCL 分别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

兰分厂组装产品，进而发往全欧洲进行销售。

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人工智能、新型显示等技术研发领域开展全

TCL 波兰工厂共开通了四条生产线，生产从 22 寸到 80 寸的电视机。
生产一台电视机大概 20 分钟，基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客户的订单生产
完毕，高速运转时，单班能力可达 139 万台，三班甚至可以高达 420 万台，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搭建起前

进程推向新高度。

面合作。同时，TCL 还和国内外顶尖的技术团队、内容团队以及数据方进
行深度合作。
这一系列动作不仅表现出 TCL 加速技术研发部署、拓展

在产能上为 TCL 开拓欧洲市场提供了切实保障。
TCL 波兰工厂，是基于 TCL 国际化的宏观战略布局来完成的，这对
TCL 的国际化战略、欧洲市场的深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波兰工厂的方
位优势让 TCL 在欧洲市场一路乘风破浪。有关数据显示，TCL 在法国市
场占有率位列行业第三，从今年开始也陆续开始在德国、波兰、英国、西班
牙等国实现突破。通过一步步的努力，TCL 力争在 2020 年实现进入欧洲
前三的目标。

聚焦科技创新与产品力，将中国创造推向世界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走出去”的企业，TCL 的国际化历程颇具前瞻性
和战略性，当前亮眼的业绩也非一日之功。TCL 集团董事长、CEO 李东生
表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TCL 一方面着重将技术研发与专利能力
转化为产品力，另一方面也着重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技术投入与积累。只
有在技术研发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TCL 才能在当下和未来的世界竞争
TCL 波兰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