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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绿了 日子火了 人心安了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只要干，就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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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台里克植树空台里克植树

柯柯牙绿化工程柯柯牙绿化工程柯柯牙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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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县苹果熟了温宿县苹果熟了

“这些年，阿克苏每年浮尘天气只有30天左右，30年前得有
120多天，那时的百姓一年1/3时间在浮尘中生活！”被问及新疆阿
克苏最大的变化，当地一名司机这样对记者说。

新疆阿克苏，地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北缘。1986

年，阿克苏地区启动实施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在荒滩戈壁上建成
了长25公里、宽4公里的防风治沙“绿色长城”。昔日“漫卷狂风
蚀春色，迷梦黄沙掩碧空”的阿克苏，如今已成“风拂杨柳千顷
绿，水润桃杏万园红”的茫茫林海。

阿克苏一场小雨过后，蓝天白云，最
远处雪山也清晰可见。

阿克苏虽然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
侧，总体气象环境一时无法扭转，但只要
通过建设“绿色长城”，阿克苏的小气候
是可以改善的，沙漠绿洲是可以出现的。

记者采访了数对维吾尔族老夫妇，三
十多年前，他们经历过过每年 1/3 时间同
漫天风沙搏命的日子。柯柯牙荒漠绿化工
程给南疆各族同胞带来了幸福。从他们的
行动里，从他们的眼神中，无不透出对党
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阿克苏市柯柯牙林管站第一任站长依

马木·麦麦提说，他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
给沙漠绿洲建设事业。当地核桃种植大户
莫合塔尔·吐尔地也说，会永远同汉族兄
弟团结一起种核桃发家致富下去。

阿克苏人用三十多年的艰辛，建成柯
柯牙“绿色长城”。也是这道“长城”，引
来了投资，引来了富裕，引来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以前，一提到新疆水果，产自阿
克苏的不多。现在，阿克苏人开始自豪起
来了，苹果、核桃、葡萄、杏、李子、沙
棘、枣等等，开始热销海内外市场。

柯柯牙的实践证明：苦等苦熬不如苦
干。只要干，就会变！

核桃火了——
维汉两家人结为兄弟

在温宿县托甫汗镇，镇党委书记邓浩对
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带来的改变颇为感慨：

“柯柯牙工程彻底改变了温宿的极端气候，风
沙停了，降雨多了，大片的荒漠戈壁种上了
核桃。”

在当地，一个名为“核桃兄弟”的故事
很具有传奇色彩。在邓浩的引导下，记者见
到了这对“核桃兄弟”——维吾尔族人莫合
塔尔·吐尔地与汉族人赵武忠。

“我俩有十几年交情了，是从困难日子中
一起走过来的好兄弟，现在就像一家人一
样。”莫合塔尔·吐尔地说。

今年51岁的赵武忠来自四川南充，上世
纪 90 年代，他离开家乡到新疆打工。2000
年，在“7 年免承包费”政策吸引下，赵武
忠来到温宿木本粮油林场承包了35亩地，开
始栽种核桃。

“那时候这里都是荒沙地，水浇在地里不
一会儿就全不见了，头三年没有一点收益。”
赵武忠说，在情况最艰难的2002年，他一年
至少要投入一万元，但当时打工一天就挣十
几块钱。钱从哪里来？这可愁坏了赵武忠。

看着赵武忠每天天不亮就去核桃地里干
活，作为兄弟的莫合塔尔很心疼。为了帮助
赵武忠渡过难关，莫合塔尔把家里的 1 万元
积蓄借给了赵武忠。

然而，就在小树渐渐恢复生机时，一场
冰雹把赵武忠的核桃树叶全部打掉了。

“兄弟，别放弃，我来帮你。”莫合塔尔说。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莫合塔尔带着赵武

忠来到县城农资店，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一张
1 万元欠条，替赵武忠买了农药和化肥。经
过精心照料，赵武忠的核桃树终于有了起色。

从此，两兄弟开始一起琢磨提高核桃产
量和质量的办法，一起去外地学技术、找销
路。同时，政府不断加大对林场的支持，水
渠通了，道路宽了，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定期
到林场培训指导，林场的核桃渐渐打响了品
牌，兄弟俩的核桃收入也逐年翻番。

如今，赵武忠靠种植核桃买了楼房和汽
车。他还将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莫合塔尔。经过品质改良、科学管理后，
莫合塔尔种植的核桃产量从最初的每亩 100
公斤增加到如今的 300 多公斤，收入也增加
了不少。

“核桃兄弟”成功激发了当地的核桃种植
业。据邓浩介绍，整个阿克苏地区，目前核
桃栽培面积已达230万亩，从业人员超过100万！

风沙停了——
游牧人开始定居脱贫

柯柯牙镇帕克勒克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红山新村位于红山脚下。村里一排排安

居富民房整齐有序，平坦的柏油路修到了每
家每户门口，水电路全部通达，在村里定居
的牧民去年全部脱贫。

驻村第一书记刘东文说，这些年来，温
宿县各族人民坚持不懈植树造林和大力发展
林果业，如今特色林果面积已达 125 万亩，
全县基本建成以绿洲为中心的防护林网体
系，公路绿化林、农田防护林与经济林浑然
一体，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显著，全县农民
来自林果业的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

“我们是生态文明建设真正的受益者。”
42 岁的阿巴斯·艾台克说起易地搬迁后的生
活，满是自豪和感激。

阿巴斯说，以前在山区放牧时，他们一
家 6 口人挤住在一间石头房里，用水用电、
娃娃上学、老人看病都不方便，一年辛苦放
牧的收入勉强能让一家人吃饱饭。

在戈壁荒滩上崛起的这个生态移民新
村，包括阿巴斯一家在内的 566 户、2200 名
曾经世代放牧为生的牧民，华丽转身成为户
均拥有 8 亩核桃园的果农，开启了易地搬迁
后的新生活。

刘东文说，考虑到村民缺乏林果业管理
经验，当地政府专门出台了“政府出资，企
业代管，牧民所有”政策，将6000亩核桃园
交给温宿县红沙漠公司代管 3 年，采取统一
管理方式、统一技术要求、边管理边指导的
方式，帮助村民掌握科学种植管理经验。

2014 年搬到村里后，阿巴斯把家里的
150只羊全卖了，换成了10头牛。

“政府提倡退耕还草，牛可以圈起来喂草
料，养牛比养羊划算。”阿巴斯说。

平日里，阿巴斯只要一有空就到核桃园
打工。一年下来，夫妇俩打工的收入就有四
五万元，几乎是以前一家人放牧收入的 10
倍。此外，阿巴斯还学会了核桃修剪、嫁
接、施肥、浇水等一整套技术。

“等到我们自己管理核桃园时，我完全有
信心把核桃园打理好，让核桃园成为我们家
的致富园和聚宝盆。”阿巴斯说。

村里集中建设的牛厩区占地 300 多亩，
集中建设了每家占地 144 平方米的牛厩，十
分壮观。根据村里计划，这里还要集中建设
一个现代化养牛场。

刘东文说，由于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巨
大的生态效应，一年风沙天气基本上控制
在 20 天左右，村周围已经建起了多个大型
林 果 种 植 园 。 目 前 由 高 寒 地 区 搬 迁 来 的
313 户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已经全
部在附近上班，每人每月工资在 2000 元到
8000元不等。

生态好了——
外来投资带来新气象

杨楚翘的父亲杨炳全在阿克苏奋斗了 30
多年，把青春献给了阿克苏的土地。大学毕
业后，杨楚翘在四川成都从事律师工作。

2015年开始，阿克苏河生态建设工程全
面拉开序幕，项目规划在阿克苏河两岸打造
126.34万亩生态林。

2016年底，在父亲的鼓励下，杨楚翘来
到阿克苏承包了2700亩荒地，注册公司，开
展荒漠造林。

在瞭望塔上观看，杨楚翘承包地里种植
的苹果林尽收眼底。

杨楚翘介绍，他的公司引进了山东富士
果苗，目前已种植16万棵苹果树，果树株距
1.5 米至 2 米，在果园与荒漠周围栽了 2 万棵
杨树作为防护林。

杨楚翘回忆说：“起初这里四周都是荒
漠。土层薄，有些地方都是鹅卵石，土壤盐
碱化也很重，很多地方甚至需要买土回来换
填，我们反复改良土壤，想尽办法才让树苗
成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多方面提供技术帮助和政策优惠，比
如 20 年不上交承包费，减免两年电费水费
等。在种树时政府还号召了一万多人来帮助
我们，让我们大大提高了信心。”

记者看到，许多树已达 2 米高，部分树
开始挂果。阿克苏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这
里的生物多样性也有所提高，偶尔可以看见
塔里木兔、黄羊、野鸡、野鸭等动物在林里
奔跑。

杨楚翘介绍，父亲杨炳全一直在当地从
事养殖行业，还成立了公司研发生物有机
肥，计划建设种养结合、水肥一体的循环经
济模式，依托养殖场产生的肥料给果园施
肥，促进完善土壤养分、提升果品品质。

温宿县十万亩生态园北部，曾经植被稀
疏，黄沙弥漫，是阿克苏、温宿城区风沙主
要策源地。为加速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2016年，温宿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成立阿克
苏冰雪蜜脆园果业有限公司，占地 1.2万亩，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3.2 亿元，已种植 8000
亩苹果树和1500亩防护林。

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文胜常到阿克苏冰
雪蜜脆园进行技术指导。据李文胜介绍，为
了给当地种植大户起示范作用，他发动家人
在附近承包了 300 亩地种植苹果，带动当地
苹果产业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据冰雪蜜脆园负责人王小平说，该公
司参照欧美建园模式，采取宽行密植及主
干型树形建园，综合应用现代节水滴灌技
术，实现省工省肥省力化栽培，种植技术
标准化。公司仓库中，喷药、施肥、采摘
等方面的新式机械不少。在李文胜指导下，
一些科学种植苹果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比
如，果树间每行宽度要足够大，有利通风、
光照、机械作业；苹果树不能长得太高，浪
费生长营养素。

浩源葡萄酒酒庄有限公司位于柯柯牙镇
戈壁新村，十年来该公司已经建成酿酒葡萄
标准园3000亩、葡萄树约68万株，而且原始
葡萄苗全部从法国引进，有赤霞珠、美乐等
10个品种，葡萄园管理全部实现自动化和机

械化。该企业在柯柯牙四期荒漠化改造项目
中占地9000亩，现已完成荒漠化改造约6000
亩，已累计投入3.6亿元。

在温宿县黄羊滩营业区，工作人员在这
片林区找到的沙棘苗，每年长出一尺多长的
枝条！枝条上挂满大量沙棘果，只要剪下果
条，再冷冻一下，就能完成采摘。沙棘苗高
度耐旱、耐盐碱，沙棘油刚上市，就成为了
市场抢手货。在这片沙棘林区竖立的一个标
牌上清楚地标示，今年黄羊滩营业区将完成
造林2.9万亩，整个温宿6个乡镇将营造沙棘
林5.13万亩。

30多年间，人们用持续努力表达着对自
然的敬意，随着阿克苏两河流域治理和荒漠
绿化空间拓展，治理范围内土地盐碱化程度

大幅降低，沙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短短数
年内，阿克苏地区新增湿地面积 518 万亩，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阿克苏地区
湿地内野生动物已增加到 270 多种，野生植
物超过520种。

天蓝水碧山青。如今的阿克苏大地上，
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更加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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