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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是沙，西边是沙，北边还是沙——从卫星
地图上看，位于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就像一把绿
色的楔子，钉在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

这枚楔子不大，却少不得。若是丢了这道屏
障，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将连成一片，对
于河西走廊甚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来说，后果不
堪设想。

2020年初，记者来到民勤县时，在宾馆、饭
店和公共厕所，到处都能看到“节约用水”的标
语。节水是刻在民勤人骨子里的基因，因为缺水
造成的危机，至今令民勤人痛彻心扉。

2004年夏天，民勤县唯一的地表水调蓄工程
——红崖山水库彻底干涸，库底朝天。同时，县
境内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植被严重退化。专家预
测，民勤的地下水将在17年内开采完，到时民勤
绿洲将完全消失。

“央视 《新闻调查》 为此专门出了一期节目，
叫 《无水的绿洲》，当时我正在昆明工作。”当记
者采访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马俊河时，
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个 14 年前的节目。“因为对我
的刺激太大了，我生在民勤，从小生活在沙子中
间，并不害怕风沙。但那一次，突然发现我的家
乡就要被沙漠吞噬了。”

“三趟路口三趟沙，大风一起不见家”，民勤
人与黄沙相伴，但他们没想到，因为缺水，因为
沙漠，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竟然快要成为“第二
个罗布泊”。

急剧恶化的自然环境给民勤人敲响了警钟，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2007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民勤县开展大规模
的生态治理行动。哪里有风沙，就去哪里治；加
大调水力度，严格控制用水总量；不准随意开采
地下水，关闭3000多口机井……防沙治沙，注水
节水，齐头并进。

先用犁在沙漠上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槽，再
把稻草均匀地铺在刚犁出来的沟上，然后用铁锹铲

起沙子压住稻草的中部，这就是“压沙”。每到造林
时节，一个个治沙队就穿梭在沙漠，用稻草为浑黄
的大漠编织“方格毛衣”，再在每个方格中间栽下梭
梭树。红色、粉色、绿色、蓝色……治沙队妇女们的
头巾成为沙漠里最美的风景。在民勤，干部群众义
务投工投劳，压沙造林渐成全民行动。

青土湖、老虎口、龙王庙、勤锋滩……一个
个大的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民勤人在 408 公里
的风沙线上建成了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带，牢牢
锁住了肆虐的黄龙。

“这其中，青土湖是最难治理的。”民勤县林业和
草原局工程师张世虎告诉记者。位于民勤县最北端
的青土湖，曾是水草丰美之地。但自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起，因进入民勤境内的地表水大大减少，青土湖
完全干涸，成为民勤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

“青土湖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交汇的
地方，东南西北各个风向都有，非常复杂，而且
沙丘的形状也不规则。”张世虎说，“我们从2005
年开始在青土湖治沙，但常常是春天压沙种树，
秋天一场风又给埋掉了，我们只能再压沙，再种
树，反复了好几回。”

民勤人发现，治理青土湖，光种树还不够，
由于缺水，治理区植被生长缓慢，常常被肆虐的
黄沙淹没，功亏一篑。

水对民勤人来说，就像生命一样宝贵。2004
年红崖山水库的干涸迫使甘肃省紧急从黄河调
水，恢复了水库来水。之后，逐年增加的调水量
和上游来水保障了红崖山水库的运行。

为进一步改善青土湖区域的生态环境，促使
该区域的植被得到有效恢复，2010年，位于民勤
县城南30公里的红崖山水库首次向青土湖注入生
态水量1290万立方米，使干涸50多年之久的青土
湖形成 3 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2010 年后，青土
湖生态配水比例逐年增加，水域面积从 3 平方公
里增加到如今的26.7平方公里。

当记者来到青土湖时，正是隆冬时节，湖面
已经结冰，覆盖了厚厚的雪，黄色的芦苇在寒风
中摇曳。当地人告诉记者，要是早几个月来，能
看到比这更美的景色。芦苇丛生，碧波荡漾，这
里已成候鸟的迁徙栖息地。

马俊河在2007年回到了民勤，带着20个朋友
在村子东边种下了 1 万棵梭梭树。这样的志愿活
动，马俊河一干就是13年。他从网上招募全国各
地的志愿者来民勤种梭梭，还推出购买认领梭梭
树的模式，认领者出钱，他们种。志愿活动越做
越大，马俊河的思路也越拓越宽：不单要种绿固
沙，还要让当地人分享到生态治理的红利。

2013年，马俊河创办了“梭梭农庄”和“乐
活沙宝”特色农产品品牌，帮民勤农民打开了互联
网销售渠道。北京一家公司将民勤人治沙种瓜的
事情拍成视频，放到网上，一下子就火了，民勤蜜瓜
也从之前的五六角一斤一下子涨到一块五六。

民勤蜜瓜的成功是民勤绿色发展的一个缩
影，人的付出和沙漠的产出在民勤越来越相得益
彰。为了发展节水设施农业，一个个日光温室大
棚建起来了——种人参果的、种蜜瓜的、种沙葱
的……比比皆是。在与漫天黄沙的搏斗中，民勤
人治沙，也治了穷。

经过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民勤这块越来越
大的绿洲，更加牢固地扎根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
两大沙漠之间，呈现出勃勃生机。

片片绿色，片片都叫“民勤”
本报记者 何欣禹

经过民勤人的多年治理，昔日的风沙口长出了成片的梭梭林。 民勤县委宣传部供图

详细报道

《民勤，沙原上那
一棵棵倔强的梭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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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全
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议 23日上午在北
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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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禁毒战线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内和境外毒品问题、传统和
新型毒品危害、网上和网下毒品犯罪相互交织，对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必须
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把禁毒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对国家、
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厉行禁
毒方针，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化
禁毒国际合作，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赵克志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他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高昂
的斗志、更加有力的举措，不断夺取新时代禁毒人民战
争新胜利。

会上，2015 年以来在禁毒工作各条战线上作出突出
贡献的100个先进集体和10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云南
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深圳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境检
查站和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血液保障科主任陶迎春、
江西省萍乡市禁毒志愿者协会会长段华胜等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
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市县禁毒委员会负责同志、受表
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等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
场参会。

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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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余建斌、吴月
辉、温腾） 完美收官，星耀全球！6月23日9时
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 55 颗导航卫
星，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至此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
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此次发射成功后，联合国外空司专门发来
视频，祝贺北斗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部署，肯定
北斗系统正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赞赏北
斗系统在和平利用外太空、参与联合国空间活
动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次发射的卫星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经过
一系列在轨测试入网后，我国将进行北斗全系统
联调联试，在确保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性能指标
优异基础上，择机面向用户提供全天时、全天候、
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以及星基增强、短
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等特色服务。

从立项论证到启动实施、从双星定位到区
域组网，再到覆盖全球，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建
设历经 30 多年探索实践，三代北斗人接续奋
斗，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超
越的建设发展之路，建成了我国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
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成为我
国第一个面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空间基
础设施，为世界卫星导航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为全球民众共享更优质的时空精准服务
提供了更多选择、为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管理现
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开始使用
北斗系统。后续，中国北斗将持续参与国际卫
星导航事务，推进多系统兼容共用，开展国际
交流合作，根据世界民众需求推动北斗海外应
用，共享北斗最新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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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

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
本报记者 顾 春

“老板，重新给我拍一个，我要比个‘耶’！”美女顾客让店主韩
直给自己拍视频。而边上，等着“打卡”的顾客排成了队。

这家网红店，位于浙江台州路桥区路桥街道文化老街。这样的
网红店，在这条老街上随处可见。

路桥文化老街从南宋就已成形，在岁月积淀下日渐繁盛，如今
是台州的文化地标。

“‘老字号’也需要赋予新内涵。如果规划粗糙、管理跟不
上，就没有生命力。疫情得到控制后，我们对老街市容经过了精心
规划，规范了街景立面，同时，通过组织特色美食节、鼓励文艺演
出进驻，让老街的文化影响力转化成经济影响力。”路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林生健说。

文化老街上，“无问西东”民宿店老板方明奎正在紧锣密鼓装修
他的二号店。他说：“政府这么一出手，店家都看出了商机，有的扩
大经营面积，有的装修提升档次，有的加强技能培训……现在，生
意一天比一天火爆。

办个备案卡就能开业
本报记者 李亚楠

个体户鲁建新，在乌鲁木齐新市区新联市场做服装生意。疫情
期间歇了几个月。现在，总算恢复营业了。

可是，眉头还没舒展开，坏消息来了，听朋友说，没有营业执
照，不让出摊。自己摊位是个简易铁皮房，没有正式门面，不符合
办理营业执照条件。

“这可咋办？”鲁建新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唉声叹气。
没想到，宣仁墩北街社区包户干部阿依古丽上门来了。没等鲁

建新诉苦，阿依古丽把话截住了，“你的情况我知道！快准备好身份
证复印件，统一办理个体经营户备案卡”！

“这是个啥？办了备案卡就能管用？”鲁建新将信将疑。
“放心，政府通知了，备案卡和营业执照一样管用！”阿依古丽

的话斩钉截铁。
准备好资料，社区统一上交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就过了两天，

鲁建新就拿到了个体经营户备案卡。
截至目前，新市区登记备案经营户，已超过150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