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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我们这样抓“六保”

详细报道

《“绿进沙退”看榆林》
见第四版

毛乌素 茫茫沙海变绿洲
本报记者 孙亚慧 龚仕建

榆林人曾经饱受风沙侵袭之苦，谈沙
色变。

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近半
在陕西榆林，分布在明长城沿线以北。毛乌
素沙细，春天西北风一刮就起尘。黄沙蔽
日，沙子侵道，人们在这沙暴里迷了方向，
只能等风停再赶路；农户被这风沙驱赶，几
经南迁。

本报记者在榆林林业展览馆见到一张老
照片：上世纪50年代，沙土一路埋到了镇北
台的半腰处，眼看就要翻过城头，直泄而
下。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的边关要塞
镇北台，挡得住铁骑来犯，却拦不住滚滚黄
沙。有道是，“风刮黄沙眼难睁，庄稼苗苗出
不全。黄沙压田又埋房，沙进人退走他乡”。

那时，森林覆盖率只有 0.9%，流沙面积
达 860 万亩。榆林人吃尽了风沙的苦，也想
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沙，非治不可！

“狂风起、沙粒飞，大风沙可凶！一觉醒
来家门口都被沙子顶住喽，得从窗子爬出去
挖走门口的沙，才打得开家门。”说这话的是
今年已经64岁的席永翠，她是名声赫赫的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一员。

1974年 5月，54名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
女民兵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
召，来到补浪河黑风口安营扎寨，搏战风
沙。席永翠是治沙连第二任指导员。她说，
自己“永翠”的这个名字寄托着父母对改变
家乡面貌的期冀。

都是年纪轻轻的姑娘，谁又懂种树治
沙？最初几年，白天开苗圃，推沙垫地；晚
上在煤油灯下学习知识，做些女红。

白天遇上大风，张嘴说话就吃满口沙，
姑娘们每人眼角都吊着颗沙圪蛋。晚上对着
灯一照，手上全是划破的口子、脚底是磨出
的一个个血泡。

日日如此。
“最苦的是啥？”记者问。
“再苦再累也不怕，就怕白干啊！”最怕

沙暴一来，刚栽下的嫩苗树全被埋进沙里，
那情形简直就是直接埋掉了姑娘们几十天的
心血。

“我们那时候都顶着一口气，立誓不治好
这沙不出嫁！”

席永翠 26 岁才成家，是治沙连里最晚
嫁人的姑娘。她的丈夫也到了治沙连，开拖
拉机。

“这就是‘洒尽全身千滴汗，浇灌荒沙
一片绿’的劲儿！”席永翠的侄孙女席彩娥
是个“90 后”，是治沙连现任连长。这话听
着提气。

这 些 故 事 ， 她 听 父 亲 讲 过 一 遍 又 一

遍——姑奶奶席永翠与战友们如何与风沙搏
斗，让昔日寸草不生的茫茫黄沙地，长出绿
树青草鲜花，变成稻田翻滚了麦浪。

治沙连建连至今，累计推平沙丘 800 多
座，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3条，修筑饮水渠35
公里，给14425亩荒沙披上了绿装。

“奇迹！这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曾
来到治沙连考察的联合国环境专家鲍文惊叹
连连。

“以前由于风沙太大，我们这里的女娃子
都不留长发，头发剃得和男娃差不多，你不
仔细瞧分不出男娃女娃。”席永翠说。

“哪有哩？我小时候还梳辫子呢！”侄孙
女不信。

“咋没有，你记事时沙子已经被治得好多
喽。现在的女娃子怪享福，想编啥辫子都编
得。”席永翠笑言。

治沙既靠毅力靠韧劲，要想攻坚克难，
也离不开科学技术。跋涉在风沙中，张应龙
找寻着科学治沙、变荒漠为良田的钥匙。

在榆林最北的神木，锦界镇圪丑沟的长
柄扁桃经济林已结出幼果。2002年，张应龙
放弃北京的外企高管工作回到老家神木，在

毛乌素沙地承包了 42.8 万亩荒沙。一晃 18
年，漫漫治沙路。

说张应龙是个“树痴”并不为过。他爱
种树，栽下的树数不清有多少棵。

“我就爱蹲在那儿看树咋长，越瞧越爱
瞧。”他边说边跟记者比划着，在长柄扁桃经
济林区内，沙地的风速、土壤、水分都处于
实时监测中。

他请来了中科院院士邵明安团队。两人
双剑合璧，邵明安的土壤研究帮助张应龙大
幅降低了土壤水分的蒸发量，极大提升了树
木栽种成活率。

“诶，这是个啥虫嘛？”
正说着话，他忽然蹲下，用双手捂住了

一只灰黑色虻虫，小心翼翼地装进了随身带
着的透明检测袋。

张应龙边装边念叨：“带回去让他们看
看，种树怕的就是病虫害……”

站在林区瞭望塔上，陕北 5 月的风在耳
边呼啸，但这风吹得清爽，奥秘就在那一条
条绿色林带上。极目远眺，望不到边的林木
绿蓁蓁，锁住了滚滚南移的沙龙。榆林“沙
进人退”已成为历史。

“北治沙，南治土”，北部吃够了风沙的
苦，南边为水土流失所累。榆林南部的黄土
丘陵山梁起伏纵横，梁窄沟深，以前是光秃
秃一片。

“村里有条不成文规定：要想入党，得先
去山上种100棵树咧。”米脂县高西沟村老民
兵连长高锦仁声若洪钟，身子骨硬朗得紧，
全然看不出已经73岁。

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几十年来，高西
沟村发动群众在沟里打坝蓄水，在山上兴修
梯田，植树种草，孜孜矻矻地干。如今这里
的山河变了模样——绿海浩渺，苹果飘香。

“这靠的是啥？”记者问。
“单说这打坝筑堤吧，后生拉桩、妇女撞

墙、老汉捆柴把、娃娃照墙墙。男女老少一
起上，哪有甚别的办法嘛。”高锦仁不假思索
地说。

这话，听得记者心中一震。
的确，从北向南，榆林人鏖战沙窝、

固土护坡，一代接一代地久久为功，他们
以这样的行动拥抱着毛乌素沙地，拥抱着
陕北高原。

“以前米脂有句话‘有女不嫁高西沟’，

就是因为太穷！现在我们这儿哪还有光棍
咧。”高锦仁笑盈盈地说。

去年，老高家的农家乐开得红火，收入
有七八万；自家种的苹果卖得俏，也有两三
万收入。“望着这满眼绿色，村里人心情好
了，身体也好了。现在咱这‘生态饭’吃得
可香！”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
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现在
我们有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才刚露出一
角，还得继续加把劲！”高西沟村党支部书
记姜良彪说。

70 年来，榆林的林木覆盖率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 0.9%提高到 34.8%，沙化土地治理
率达 93.24%，年入黄泥沙由 5.13亿吨减少到
2.9 亿吨。“榆林的治沙经验，对全世界具有
重要意义与价值！”曾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执行秘书的哈马·阿尔巴·迪亚洛曾高度
评价。

沙海巨变，举世瞩目。茫茫塞上，一片
片的樟子松苍翠挺拔，而这一片片郁郁葱葱
的绿色，也早已流进了陕北父老乡亲的心田。

③

青岛颐世保塑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势头不错。然而，疫情一来，上
游客户订单锐减，一季度原计划 2000 万订单，
现在不足1000万。

为减少损失，公司决定“转型”——准备
研发生产口罩用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

研发顺利，可是刚高兴了两天，难题又来
了：由于是新领域，产品有了，销路没有。公
司总经理王世梓无奈向城阳区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主任袁凯祥求助。

了解完情况，袁凯祥第一时间跟城阳区工信

局及青岛市工信局沟通，将颐世保产品纳入全市
复工复产物资保障生产企业目录，并在“防疫物资
供需”微信群对产品进行推介。

3天时间，颐世保陆续接到省内外订单1500
多吨。

随着产能提升，新问题又出现了：变电容
量不够用。

袁凯祥二话没说，带上有关人员赶到青岛
供电公司北部营销中心现场办公，几天时间增
容业务就办得妥妥帖帖。

瞧，最近，王世梓又签了一单大合同。

“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更加珍惜黄河，
精心呵护黄河。”在宁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
来到黄河吴忠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察看黄河生态治
理保护状况。他指出，要把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作为重中
之重。

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一直很重。他多
次实地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在山西，他
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让一泓清水入黄
河”；在陕西，他指出“推动黄河流域从过度干预、过度
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在河南，他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在甘肃，他叮
嘱要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
重任……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谆谆教诲，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了调子，明确了黄河治理的指
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方面，要全力
以赴“保”。把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原
则，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坚定走绿色、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之路，将黄河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保护好。
另一方面，要系统全面“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
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推动
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只有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才能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改善人
民群众生活，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治理黄河，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非一地一段的事情，而是
一项全流域治理工程。因此，沿岸各省份须协同发力、
齐心治理，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近些年来，

各省份因地施策、通力合作，黄河治理取得明显实效。
在上游，四川若尔盖、宁夏沙坡头科学治沙，筑起的绿
色屏障有效遏制腾格里、毛乌素、库布其沙漠扩展；在
中游，黄土高原打下5万多座淤地坝，不仅防洪拦沙，更
让老乡们有了活命田、金饭碗；在下游，伏秋大汛岁岁
安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了切实保障。实践证明，只
有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方能实现“一江清水向东流”。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
秋大计。自古以来，黄河治理都是安民兴邦的一件大
事。如今，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
的经济地带，而且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历史
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谋划长远、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血脉也将永久延
续。回首来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岁岁安澜的
黄河治理奇迹；阔步向前，我们一定能够创作好新时代
的黄河大合唱，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
出新的更大步伐。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看，第六埠村又热闹了
本报记者 扎 西

第六埠村位于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村子
三河环抱，林、田、堤、岛美不胜收，离市区
又近，适合搞旅游。

这两年，村委书记郝庆水主意一个接一
个：水稻、青蟹立体种养，沿河设计“长征路
线”，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一下子，村里热
闹了，去年旅游接待近 3 万人次，收入 200 多
万元。

今年村里计划大干一场。没承想，疫情袭
来，大伙儿措手不及。眼见盛夏就要来了，村
里静得出奇。

郝庆水急，驻村工作组组长、第一书记李国
顺也急。两人商量，先在网上闹出点动静。

经驻村工作组多方沟通，联系上了区里的微
信公众号，发布村里景区新变化。又请来几家媒
体，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可着劲儿造势。

这不，防控形势一天好似一天，村里游客
也越来越多。

“现在连午休时间都没有，七一前排满
了！”郝庆水累并快乐着！

端午节快到了，他又在琢磨新花样：打造些
夜间项目。游客留下过夜，才能多些生意！

瞧，王世梓又签了一单
苟小妹

更加珍惜黄河 精心呵护黄河
■ 姜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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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榆溪河生态长廊。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