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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沙原上绘出的浓绿碧彩画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初夏，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昨夜刚下过小
雨，上午天空尽现蓝天白云好景。

记者驱车直奔沙坡头区的迎水桥镇。
站在宁夏沙坡头腾格里沙漠边缘，呈现在

众人眼前的是一道50余公里长、1公里宽的绿
色屏障，把气势汹汹的“沙魔”死死地挡在包
兰铁路北侧。

1954 年 10 月，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
沙丘的“沙漠铁路”——包兰线铁路建筑规
划经国务院批准。这一消息震惊世界，要知

道，沙坡头迎水桥至甘塘 50 公里的沙漠地
带，是这条规划中的铁路无法绕开的挑战。
面对沙漠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否创
造奇迹？

1955年，包兰铁路铺下第一根钢轨。
1958 年 8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

中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全线通车。
记者两次踏入沙坡头治沙区，采访了宁夏

中卫固沙林场第二代场长张克智老人，张老告
诉记者，曾有外国专家当着他的面预言：

包兰铁路“存活”不了 30 年，就会被沙
漠淹没。

外国专家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经过
反复试验，沙漠科研人员和固沙工人摸索出

“麦草方格沙障”的方法，即在流沙表面用麦
草、稻草扎成 1 米×1 米的草方格，使流沙不
易被风吹起，达到阻沙、固沙的目的，并在草
方格上栽种沙蒿、花棒、籽蒿、柠条等沙生植
物，建立起旱生植物带，营造挡沙树林。而且
还建起了4级扬水站，将流经沙坡头的黄河水
引到沙丘上，提高了林木的成活率。几十年

来，治沙的人们在包兰铁路中卫铁路沿线的沙
丘上共铺设草障6.7万多亩，种植树木1亿4千
多株。

如今，放眼望去，这片一望无际的沙漠被
一个个相互连接的麦草方格固定，像一张巨大
的网“锁”住了“沙魔”的咽喉，昔日黄沙滚
滚的荒漠如今已遍布柠条、花棒等植被，俨然
已成沙漠绿洲。

“这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年逾五十的中
卫市治沙林场副场长唐希明回忆，“我还记得小
时候经常会有沙尘暴，特别是冬春两个季节，风
沙一来，道路上、家里窗台上都积满了沙子，有
时候吃饭的时候嘴里都是沙子的味道。”

唐希明是土生土长的中卫人，他十分详细地
向记者介绍了在铁轨两边各500米宽防沙绿色屏
障的情况。

在铺设草障、种植树木的基础上，科研人
员在沿线建成了卵石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
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封沙育草带“五带一
体”的治沙防护体系，形成了一条长 55 公
里、两边宽500米的绿色长廊，有效阻止了流

沙对铁路的侵害。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包兰
线自通车 60 余年以来，没有因沙害引起任何
行车事故，被国外专家誉为“中国人创造的奇
迹”。这一治沙工程也获得了联合国“全球环
境保护500佳”。

近年来，中卫市政府借助国家实施的三北
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世界银行贷
款等项目，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投资开展防沙
治沙建设。通过营造生态防护林、发展生态经
济林、实施封山育林、扎设草方格和营造灌木
林等措施，加大沙化区域的综合治理力度，开
发建设了30万亩灌区，有2万多人搬到沙区定
居，昔日的沙海早已变为林网成行、果实累累
的绿洲。

目前的包兰铁路上，每隔十分钟就有一列
客车或货车通过。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从2017
年开始，从宁夏银川开出的中欧班列，就奔驰
在这条大动脉上。

沙漠中的包兰铁路，已经在中国铁路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土黄色的沙漠上
画出了一道“浓绿碧彩”的工笔画。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战略管理
集训近日通过电视会议系统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举办全军战略管
理集训很有意义，要精心组织好。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着力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略素养，着力健全
完善战略管理制度机制，着力推进我军建设“十三五”规划落
实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军委机关各部门、各大单位要搞好
集训成果学习运用，努力提高战略管理水平，不断推动我军建

设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中央

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出席集训活动。军委机关
各部门、各大单位有关领导等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训。

新华社北京6月 18日电 “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于 18 日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
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
来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
击，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面临严重困难。为应对疫情，各
国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力防控措
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国家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努力恢复经济
社会发展。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愿努力为全球尽早战胜疫情、
促进世界经济恢复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给我们带来一
系列深刻启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
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
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
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
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
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
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
发展、坚持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合作
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
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
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
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
之 路 。 通 过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次会议由中国外交部、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共同举
办，主题为“加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5
个国家的外长或部长级官员及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联合国副秘书长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与会，
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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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全军战略管理集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

美国病了，病得还不轻。这不仅仅是说
美国已经有200多万人感染新冠病毒，10多
万人因此丧生。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

“人权大考”面前，美国政府的表现是不及
格的。持续蔓延的疫情，持续低迷衰退的经
济，持续不断的种族冲突，多重危机冲击着
美国。这些都还是美国问题的病症，而不是
美国问题的病根。

表征之一是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病根
是利益调和机制出了问题。美国共和、民主
两党之争日益激烈，既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
裂，又进一步助推了这种分裂。美国曾以

“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傲，似乎这种
“美式民主”体制的核心架构能够保证美国
政治社会的良性发展，但权力部门之间、利
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为反对而反对，为支
持而支持，衡量政治是非的尺度扭曲了，选
票比什么都重要。为了选票，不是去寻求广

泛社会共识，为广大民众服务，而是更加偏
于寻求和维护基本盘的支持。朝令夕改，言
而无信，推诿、扯皮、拖延，你方唱罢我登
场，种种政治乱象，在“民主”的招牌下不
断上演，而且愈演愈烈。权力制衡变成了政
治和社会的“零和博弈”，“零和博弈”自然
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利益抗争，利益集团相互
掣肘，政治裂痕使美国社会千疮百孔。

表征之二是自由归自由、变革无从谈
起，病根是制度和政策机能僵化。别看美国
的国会山上、媒体里面、城镇街头到处都能
目睹所谓的言论自由，抗议示威，动辄百万
人大游行，譬如过去的“占领华尔街”，近
来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示威，但这些都很难
推动美国去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阵
喧嚣、宣泄之后，政治与社会旧态依然，根
深蒂固的矛盾并无改观，直到下一次遇到哪
一个导火索再次点燃这些矛盾，周而复始。

当然了，美国政府和精英人士可以继续宣
称，你看我们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多
少次大选中，两党总统竞选人都喊出“变
革”的口号，到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
老问题没解决，又带来了新问题。所谓

“变”，其实成了折腾，并不医治体制的僵化
和低效。

表征之三是在世界上我行我素、大搞双
重标准，病根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祟。
在多重危机夹击下，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
损。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国际社会在“嘲笑”美
国。实际上，这种“嘲笑”并非幸灾乐祸，而是
美国在国际上极力自我塑造的形象与现实反
差太大造成的。美国以“山巅之城”“灯塔之
国”自诩，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干涉无度，在
国际上屡屡挑起纷争和冲突，这种“灯塔”只
照别人，自己却是“灯下黑”。以“美国优先”
的名义，在国际上只想攫取一己私利，不愿履

行责任；只顾以自己的“价值观”干涉他国，不
顾由此引发的国家分裂、地区动荡；说一套、
做一套，国内一套、国际一套，己所不欲却尽
施于人，违背基本的国际道义。成为“国际驰
名双标”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用“美国例外
论”的逻辑来自我陶醉，其根源在于美国信奉

“强权即真理”。此次大疫当前，美国不走团
结合作的正道，却偏偏要走以邻为壑的邪道。

无可否认，从历史上看，美国具有较强
的纠偏、自愈能力，当前也不乏反思。近
日，美国四任前总统一致呼吁反思国家的

“悲剧性失败”。问题是，沉疴积弊已久，正
如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公共哲学系教授康
乃尔·韦斯特日前撰文诘问：“美国还能被改
革吗？”答案关乎美国民众的福祉，也攸关
世界的前途命运。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
究员）

“人权大考”深度暴露美国危机
■ 贾秀东

黄河流经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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