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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连续两次到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实地采访。这里
给记者最大的震撼是：每个治沙人都有着极不平凡的故
事，他们在茫茫腾格里沙漠中艰辛跋涉，身后成就了世纪
伟业，创造了世界奇迹！

“误打误撞”入“魔鬼城堡”的张克智老人，那年为了寻
找固沙植物，在沙海里九死一生；经过四十年的艰苦探索和
漫长实践，带着整个治沙林场数千职工，把治沙的成功经验
摆上了联合国的领奖台。

沙漠守望者唐希明向记者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沙漠曾一度逼近到距离城区仅4至5公里的地方。即便是平
常的日子里，裹着黄沙的热浪也让他们不得不“全副武
装”。而今，这里经常都是蓝天白云。

最让记者感动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常驻在沙坡
头进行科学研究治沙的中科院科技工作者。做一个治沙实
验，需要的时间最短5年，有的需要20年……

什么叫跬步千里？什么叫久久为功？沙坡头的绵延绿
色给了明证！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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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魔方”，铺出了人间奇迹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展览馆门外，时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伊丽莎白发给宁夏中
卫固沙林场成功治沙的嘉奖电报被刻在
石碑上，用以鼓励后辈治沙人。1994 年 6
月，时任宁夏中卫固沙林场场长张克智
从伊丽莎白手中接过“全球环境保护 500
佳”证书。他们是当年唯一因治沙成果
而入选的单位。

上世纪50年代，宁夏中卫西北两面被
腾格里沙漠包围，沙漠曾一度逼近到距城
区仅6公里的地方。中国首条沙漠铁路——
包兰铁路规划时，沙坡头是必经之地。经
过数代人艰苦探索，人们成功打造出被誉
为“中国魔方”的麦草方格固沙法，使腾
格里沙漠往后倒退了20公里，也让中国首
条沙漠铁路畅行了六十余载。

绵延绿色为证！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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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沙先固沙

张克智老人今年 74岁了，走进他的
公寓，谈话的内容始终绕不开治沙。他
从家里拿出数本记录治沙历程的大相
册，说起当年故事滔滔不绝。

1955 年，包兰铁路铺下第一根钢
轨。线路在中卫需要 6 次穿越腾格里沙
漠，尤其沙坡头地段属流动性大沙丘
区，严重威胁行车安全。1958 年包兰铁
路建成后，曾有国外专家预言：包兰铁
路“存活”不了 30 年就会被沙漠淹没。
依据非常简单，包兰铁路迎水桥至甘塘
段周围沙丘裸露，植被覆盖率不足 3%，
干沙层厚达10厘米至30厘米。

这一特殊地段，造就了一支特殊队
伍——清沙队。张克智如此描述当年的
场景：“清沙队大概有 30 余人，只要一
听到巡线工说有积沙，大家穿上衣服抄
起铁锹就走，半夜抢险是常有的事。”

直至1968年，坚守10年的清沙工们
改换了工种，清沙队完成使命。因为彼
时，人们成功研发出缚住“黄龙”的

“绳索”——麦草方格固沙法。
治沙先固沙。起初，固沙林场里也

尝试过卵石铺面、沥青拌沙、草席铺面
等固沙方式，但一场大风过后，所有的
努力都被掩埋殆尽。

麦草方格的出现是个偶然。1957 年，
林场职工和科研人员共同开始尝试平铺
式沙障试验，选用麦草和稻草做材料，但
效果并不理想。一次闲暇之余，林场职工
在沙漠中扎了“人定胜天”“中卫固沙林
场”等字样，风暴过后，竟意外发现几个字
当中，只有方块形的字没有被沙子埋没。
受到启示的林场职工开始尝试用麦草扎
出圆形、三角形、马蹄形……试验证
明，1米见方的麦草方格固沙效果最好。

那时候，张克智和他的同事常常肩
扛一大捆高过人头的麦草，走进大漠深
处。遇到七八月天，每天凌晨四五时就
出发，沙漠深处午时 70摄氏度的地表温
度，热得烫脚，大家就着沙子吃饼子，
一天就耗在那儿。

“方格扎得密了，风沙会将麦草方格
埋掉；方格扎得疏了，既起不到阻挡流
沙的作用，又经受不住风沙侵袭而容易
折断，影响方格寿命。只有1米乘以1米
大小的网状方格，丝丝入扣，抗沙效果
最好。”张克智告诉记者。

为了削平高大沙丘，大家在沙丘的
2/3往下部分，扎上麦草方格；借助风力把
顶上1/3部分削掉，再扎上麦草方格固定。

蒸汽机车在行驶过程中很容易点燃
草方格；设置高立式树林沙障，也容易
被埋。怎么办？张克智和他的同事想了
很多办法封沙育草。如今铁路两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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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护
一带，五带护铁路”的方式，共同构成
了“五带一体”的治沙防护体系。

此后，铁路周围的“沙”被彻底死
死扣住。1992年后，从未侵袭过铁路一次。

如今，以麦草方格为基础的治沙模
式，在守护包兰铁路畅通的同时，也阻
挡了风沙向城市侵袭。如今的中卫沙坡
头，绿色满目、游人如织，很多曾因风
沙远离故土的当地人纷纷回乡。张克智
的大女儿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回到了
固沙林场。

千挑万选固沙植物

在腾格里沙漠采访调查，记者认识
了几种特别的植物，如柠条、花棒、沙
柳等。

柠条根系极为发达，主根入土深，
株高最高可达 2 米左右。花棒根长能到
8—15米。沙柳是极少数可以生长在盐碱
地的植物，具有干旱旱不死、牛羊啃不
死、刀斧砍不死、沙土埋不死、水涝淹
不死的“五不死”特性。凭借发达的根
系，沙柳在地表下最远能够延伸到 100
多米，一株沙柳就可将周围流动的沙漠
牢牢固住。

唐希明现在是中卫治沙林场副场
长。他告诉记者，现在生长于麦草方格
上的植物，是“千挑万选”而得来的。
花棒、柠条、沙柳、沙拐枣……每个树
种的选定，都离不开前辈们前往沙漠深
处的“探险”。

据张克智回忆，有一年，他背上干
粮和水与四五人同行，去沙漠深处选
种。他们惊喜地发现前面有一棵新树
种，但看起来近在咫尺的树在沙漠里可
能有几百米远，往回赶时，天漆黑一
片。一向淡定的张克智慌了，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在沙地里转圈圈，只好借助
风吹向沙丘的走向一点点摸索……直到
夜里 10时，他们走出沙漠后才发现，距
原来出口已有好几里地。

在中卫固沙林场场史资料中，治沙
前辈张宗朗曾 9 次深入腾格里沙漠考
察，历经数次死里逃生，最终带回来了
十几种沙生植物的种子和标本，并先后

“破译”了花棒、柠条等野生植物的生物
“密码”，培育出了用于沙丘造林的大批
苗木。

每天在沙漠里行走至少十公里是唐
希明的“必修课”。在行走中，他探索出
很多治沙方法。一次，走累了的他从沙
丘上捡起一根木棍杵着支撑身体。就是
受到这么随手一杵的启发，他发明了

“水分传导式精准型沙漠植苗工具”。这
是一种“干”字形铁质工具，底端呈半
圆弧状，将树苗根部放置其中，茎干贴
着垂直于地面的工具主干向沙土深处下
压，树苗根部就被深植进了距沙土表层
约50厘米的地下。

目前，这一获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工
具已在多个省份使用，累计为国家节省
资金超6000万元。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36 个圆形
的蒸渗仪整齐排列，两边设有轨道，可
供移动大棚人工降雨。这是目前中国规
模最大的水量平衡自动模拟监测系统，
可用来研究沙漠里水和植物的科学配
比，全面科学指导治沙工程。

如今，沙坡头的治沙成就显著。在
一个 3000亩的生态脆弱区绿色发展途径
和区域综合示范区，记者看到这里已经
草木丛生。两名护林员介绍说，在这片
区域里已经发现了如狐狸、黄羊等稀有
野生动物。

“中国魔方” 世界分享

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村距离沙
坡头景区仅 1公里，借助沙坡头 5A 级旅

游资源，该村去年入选由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一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

记者走进沙坡头新村童家园子，黄
墙红瓦的农宅，干净整洁的道路，各种
果树绿意盎然，一座座小院各有特色。
这家农家乐的主人童发仓告诉记者，去
年农家乐收入40万元。

这家农家乐共设置了供游客用的 16
个标准间，房前屋后共种植了十多棵桃
树、梨树、苹果树，供游客免费采摘。
旅游旺季时，客房全住满，童发仓还要
雇人打扫卫生、做饭。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
制，五一黄金周沙坡头旅游刚开了一个
头儿，据童发仓估计，下半年会有好转。

“我们这里的村民，大部分人有两份
收入，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在景区上
班，或者承包景区旅游项目分成。”村民
童发东告诉记者。

童发东家世辈在此居住，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进行羊皮筏子经营，以前是
自己运营，现在是景区承包制。1998
年，一个羊皮筏子一年能赚 5000 元左
右，到 2008年，一个羊皮筏子一年能赚
1.9万元。童发东说，现在旅游业像是上
了“高速路”，我们一年经营7个月，能
拿7万元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在旅游区里，一队队骆驼载着游客
行走。这些骆驼是当地农户从外面购买
的，每只骆驼购价一万多元，一两年就
能回本。

全面经营沙坡头旅游的港中旅 （宁

夏） 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杨富国介绍说，目前在沙坡头
附近经营农家乐的农户腰包都鼓了。
一些农户开始投资相对偏远地方的旅
游区开发。

“沙坡头旅游资源独特，集大漠、黄
河、高山、绿洲于一体，是大漠黄河风
光与人类不屈不挠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的
产物。”杨富国说。

据统计，目前中卫人已治沙 147 万
亩，腾格里沙漠到宁夏中卫市的距离向
后退了 20公里。宁夏中卫人的治沙技术
也迅速赢得了世界声誉。其中，麦草方
格固沙法被海外誉为“中国魔方”，先后
有 6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前来学习考
察。2006 年起，中国商务部委托宁夏农
林科学院开展针对阿拉伯国家的防沙治
沙培训课程，至今共有 220 多名阿拉伯
国家技术人才参加培训。

世界荒漠化治理看中国。如今，中
国像中卫沙坡头这样的治沙故事、治沙
方案越来越多。它们飞跃大江大河，为
饱受沙尘肆虐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送去
了信心和希望。

60 多 年
来，中卫固沙
林场职工培育
沙生植物 11 亿
多株，在腾格
里沙漠植树造
林253253..55多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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