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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毛乌素沙地的成长演化史，既令人
唏嘘，又颇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水草肥美，唐代变成
一块小沙地，到近代则“黄沙滚滚流，十耕
九不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 70 年
里，陕西榆林以年 1.62%的荒漠化逆转速
率，不断缩小着毛乌素沙地的面积，陕西的
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

从“千年沙地”到“今日绿野”，创造
毛乌素的生态奇迹，靠的是锲而不舍，凭的
是久久为功。在当地的治沙史上，这样的故
事被人传颂：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女民
兵，扛着“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红
旗，累计推平沙丘 800 多座，营造防风固沙
林带30多条；一位名叫石光银的农民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联合农户治沙”的农民治沙公
司，一生只做治沙这一件事；全国治沙英雄
牛玉琴30多年治沙11万亩，把不毛之地变成
了“人造绿洲”……世代坚守在一线的治沙
人，默默执着“一件事”，造就了今日的“毛乌
素绿洲”。

毛乌素“旧貌换新颜”，给我们以启
示。守护生态环境是千年之计、万年之谋。
修复生态环境，是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
展谋。

盛世兴林，泽被后世，绿色发展，利在
千秋。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息
息相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抓监管，
健全生态法治；也要抓考核，把“绿色
GDP”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生态兴则文明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考察时强调：“以对党、对历史、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把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要位
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决不能
重蹈覆辙，决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人人
都是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人人也都应该是绿
水青山的护卫者。站在历史的长卷中，每个
人都须吸取教训，警钟长鸣，秉持“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贵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
龚仕建

“绿进沙退”看榆林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孙亚慧 人民网记者 吴 超

与沙抗争——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上世纪 60 年代，榆林沙区群众生活艰难，
“三番五种九不收”，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所长石
长春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

“塞上明珠”榆林城，被漫及城头的黄沙包
围成一座“孤岛”。荒山秃岭，郊外是寸草不生
的流沙。沙漠吞噬农田，沙漠威胁生命，沙漠
成了榆林生存发展最险恶的对手。

逆转“生命禁区”，是榆林几代人的绿色梦想。
“治理沙漠得先认识沙漠、解读沙漠。治沙

是个系统性工作，种什么树、怎么种，都是在
无数次的失败后总结出的经验。”石长春感慨。

老百姓“见沙怕”“见沙愁”，这难题该怎
么破解？

我们见到了席永翠，她是榆林治沙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

女子民兵治沙连是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
片，这里发生过的感人故事，榆林人耳熟能详。

席永翠在沙漠里扎下了根，从班长、排长
做到指导员，她与风沙打了多年的“游击战”。

“在望不到尽头的荒沙里挖马槽井、背树
苗、盖柳笆庵子。”席永翠回忆说，姑娘们靠着
一把铁锨两只手，开始了与沙漠的搏斗。

“三十里黄沙满天吹，七十里路程到连队，
半个月种树十五回，连队四年咱不后悔。”这调
调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从开始治沙时的
4425亩沙地，到现在的14425亩林地，“席永翠
们”用青春和汗水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治沙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从 2012 年起，席
永翠的侄孙女席彩娥成为第 14 任女子治沙连
连长。

如今的女子治沙连基地，已成为集国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示范基地，每年有
超过10万人来这里参观学习。传承前辈的治沙
精神，是席彩娥作为新一代“治沙人”的重要
使命。

“与姑奶奶那时候治沙相比，现在其实一点
也不苦。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护好我们的治沙
成果，同时把治沙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0年来，无数的治沙人植绿沙漠，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
初见成效：沙区 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
半固定，实现了区域性的荒漠化逆转；年扬尘
100多天减少到 10天以下，以前每年 30几次的
沙尘暴不再发生；可利用草地面积 1833 万亩，
红枣经济林 170 万亩，构建了带片网、乔灌草
相结合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这些数据，就是一部榆林70年的治沙史。
2019年11月，榆林市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榆林实现了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完美蜕变。

科学实践——
从“防沙治沙”到“科学用沙”

张应龙站在林地的瞭望台上，环顾四周，
林木正绿。18年来，这片地处毛乌素腹地的沙
地在他的坚守下，不断发生着改变。

返乡伊始，这个皮肤黝黑的朴实汉子脑中
就紧绷着一根弦：治沙造林光凭蛮干不行，得
依靠科学技术。

张应龙脑子活络，曾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让他
有着与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治沙逻辑——“个人

的力量很有限，还得发动全社会参与进来”。
2004年，张应龙发起成立了“神木县生态

保护建设协会”，希望通过协会公益性的号召，
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以协会为纽带，
他争取到各类投资和捐助，并发展了1000多名
协会会员参与到造林事业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是毛乌素生态试验
站的首席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张应龙从一个
门外汉逐渐变成了科学治沙的专家。

“治沙的核心就是保水。管得住沙、保得住
水，树木成活率就高。”

张应龙先后与中科院地理所、中国林科
院、中国农科院以及国外的科研机构展开合
作，围绕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等课题，在他所
承包的荒沙区进行开发研究。

张应龙种树有妙招，“不浇水”也能活。他
的妙招来源于土壤专家邵明安的科学研究。“我
的研究领域是土壤科学，张应龙把我的科学研
究应用并实践。”

扎根黄土高原，邵明安通过多年研究，发
现了毛乌素沙地的“生态密码”。“其实核心就
是通过保持植被生长和土壤供水能力的平衡，
保水减少蒸发量”。正是这一项技术，为张应龙
造林解决了关键一环。

“我俩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跟着邵老师学了
15年，是他的大弟子！”张应龙说，“我们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能体会科学在改变生态过程中
的乐趣。”

“科学研究+实践”所碰撞出的火花，给毛乌
素沙地铺上了绿色。通过多年的努力，张应龙承
包的42.8万亩荒沙变成了森林、牧场和良田。

如今，毛乌素4.2万平方公里的沙地虽然已
经被控制和改善，但还有亟待提高的地方，石
长春对这里的治沙现状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沙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仍处在初级阶
段，人工植被群落结构急需人为调整干预，生
态系统稳定性还有待提升。”咬住治沙的这股劲
儿，不能松。

和谐共生——
从“陕北穷山沟”到“风景似江南”

绿进沙退生态好，榆林米脂县高西沟村最
有代表性。“山上光秃秃，沟里乱石头。年年遭
灾荒，十年九歉收。”曾经的高西沟贫穷落后，
自然环境恶劣。

我们见到了高锦仁。他是当年治山、治沟
的“闯将”。

“‘水冷浸骨寒，清淤不畏难’，40座山、
21道沟，建成高产农田 777亩、淤地坝 121座、
蓄水池 7 个、水库两座……”这些数字，老高
烂熟于心。

高西沟的生态治理是黄土高原上的生态样
本，“如果黄土高原都像我们村，那黄河的水就
变清了，大家的钱袋子也就鼓了”。高锦仁说。

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行者，高西沟
村村民通过苦干实干，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植
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困山村，变成了今日

“高山松柏连成片，陡坡牧草绿油油，水库清澈映
青山，平展坝地喜丰收”的“塞上江南”。

“水不下山，泥不出沟”。行驶在高西沟村
的旅游山路上，目光所及之处绿树成荫，果树
成林。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说，现在的
任务不仅是要生态，还得向生态要富裕，要让
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继续擦亮生态这张
金字招牌，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电商，我

们村的土特产就不愁卖了，去年仅苹果收入就
超过100万元哩！”

黄河岸边，佳县王宁山村枣树正绿。
生态改善了，雨量增加了，对于佳县的红

枣却不利。
“红枣成熟期经常遭受秋雨，致使红枣裂

果、减产，大量枣子烂在地里，看着可惜啊！”
面对生态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王宁山村驻村
第一书记杜军锋打破传统观念，创新红枣产业
链条——红枣酿酒。

在村支书张宝宝家里，红枣酒甘洌飘香，
妻子正在酿酒作坊里忙活。“20 斤红枣可以酿
10斤原浆酒，1斤原浆酒能卖到 50元。就凭这
个，去年我家的收入超过了 20 万元！”张宝宝
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王宁山的红枣种植业又“红”了起来。
目前，村里像张宝宝这样的红枣原浆酒加

工作坊已经超过 100 户，年生产能力 450 吨左
右。枣农的素质也得到很大提升，从以前只知
道种枣树变成了既懂技术，又会经营。

从毛乌素腹地到黄河岸边，治沙带来的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凸显。

转型发展——
从“资源型城市”到“塞上森林城”

榆林煤炭、天然气资源富集，是国家能源
重化工基地，也是治沙的重点区域，生态脆弱
和资源富集这对矛盾突出，如何破解？

资源型城市要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阵痛是难免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保护
是“缘木求鱼”，难以持续；脱离生态保护搞经
济发展是“竭泽而渔”，贻害无穷。

榆林人的认识很清醒：虽然现在生态环境
有了显著改善，但“显著”是相对自身的过去
说的，“改善”是针对本身的薄弱而言。局部改
善、整体脆弱仍是基本现状，必须加快补上历
史欠账。

促进这座“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需要全
民参与。李和平是神树畔煤矿总经理助理，他
认领了2200亩造林绿化任务，总投资约2300万
元。这种由企业认领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的生态
补偿模式正在榆林探索实施。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榆林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着力构建资源
开发与生态保护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坚决摒
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
久久为功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在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经济发
展的‘绿色化’水平，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榆林市委书记
戴征社这样表示。

如今，榆林沙地森林公园成为当地人假日郊
游、观光的好去处。风吹湖面泛涟漪，拂动草木声
簌簌，好一派悠然风光。春赏花，夏摘果，秋观叶，
冬踏雪，成了榆林人新的生活内容。

若要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榆林绿”就不仅
要植根于土地、还得种进榆林人的心里。这
不，最近张应龙就在忙着建设治沙博物馆。谈
及未来，他最看重生态文化教育与科普。“生态
保护要成为一种文化才能改变人的习惯，而这
离不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让他们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环境。”

正说着，张应龙又被一通紧急电话叫走。
我们眼瞅着他开着自己那辆四个轮子沾满泥的
老吉普车，颠簸着奔向了林子深处。

从空中俯瞰，毛乌素沙地横亘陕蒙，穿越长城。
毛乌素本不是沙地。史料记载，唐代以前这里曾是茫茫草原，绿树

成荫，水草丰美。由于滥垦滥牧滥伐，生态恶化，榆林成了“广长几千
里，皆流沙”，从草原演变成了沙地。

如今，行走在毛乌素，林木葱茏，绿色是主色调，仿佛置身于森林
中。难以想象，70年前这里曾黄风肆虐，沙丘绵延。

在与沙漠抗争的70年中，毛乌素人用勤劳和智慧固沙换绿。这片拥
有1200年“沙龄”的毛乌素沙地究竟是如何变绿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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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高西沟早
已旧貌换新颜，从高处
远眺，满目尽翠。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 席 永 翠 （左
五）、 席 彩 娥 （左
四） 与目前女子治沙
连部分成员。

人民网记者
吴 超摄

▲正向记者介绍经济
林情况的张应龙，被一只
飞来的虻虫吸引。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5月，地处榆林
神木锦界镇圪丑沟的
长柄扁桃经济林结出
幼果。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