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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古色古香的防火瞭望楼，“玉珍沙
漠绿洲生态园”尽收眼底。清风徐来，无边
碧浪里，只见一条从生态示范园到中心公
路的绿色长廊、一个建筑面积为3000平
方米的农家大院、一栋400多平方米的“治
沙别墅”、一处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哪里还有“地窨子”“沙窝
子”的踪影？
“1985年我从陕西嫁到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
洞房就是一个地窖，猫着腰才能进去。我
在里面号啕大哭，外面是呼呼的风响和滚
滚黄沙。”殷玉珍抚今追昔，称“恍如隔世”。

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能叫沙漠欺负
死。1985年秋天，殷玉珍用一头羊换回
600 株树苗，在自家房前屋后都栽上了
树。让殷玉珍没想到的是，风沙太厉害，夫
妻俩辛辛苦苦劳作了几个月的成果，被一
场大风吹了个干净。她发誓“舍上命”也要
把风沙治理得服服帖帖！从此，一场持久
的人沙大战开始了。

每年春节刚刚过完，殷玉珍和丈夫就
开始忙碌起来。剪枝、扎林、背苗条……冻
土刚一融化，他们就没日没夜地劳作在沙
海深处。累了就躺在沙地里歇一会儿，饿
了就在沙海里架上锅、烧水、煮粥……

就这样，殷玉珍凭着自己的双手，与家
人克服重重困难，在毛乌素沙漠腹地植树
造林，治沙总控制面积达4万亩。2000年
之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又治沙造
林2万亩。在她的感召下，周围群众积极
承包荒沙地植树造林，当地森林覆盖率由
10年前的32%提高到现在的70%，植被覆
盖率也由45%提高到了85%。
“在沙漠里‘活下来’的梦想实现了，让

沙漠‘绿起来’的梦想也实现了，我开始追
求第三个梦想‘富起来’。”殷玉珍说，“我担
任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林业协会会长后，
除了到外面为100多个造林大户‘化缘’防
火设备，还把自己种的5000亩林地捐给村
里，让村民都能领上公益林补贴，享受林沙
产业红利。作为鄂尔多斯妇联的兼职副主
席，每年‘三八’节我都自己出资买奖品，奖
励村里的造林能手和好公婆、好儿媳”。

慢慢地，植被增多，沙丘不见了，土壤
越来越厚，土地越来越平整，降水也明显增
多。这些年，殷玉珍和丈夫在住房周围改
造出一片水浇地，修建苗圃，种植了上百亩
瓜果。每年还种植小米、绿豆、糜子、蔬菜
等200多亩，还养了500只羊。“我把土特
产品统一注册了商标‘漠海’，有机小米一
斤能卖30多块钱，拉到旗里就卖光了。”殷
玉珍说，现在她家每年仅杂粮就收入二三
十万元，再加上养羊养牛的收入、公益林补
贴，农林牧并举，每年的收入达到了百
万元。

作业区内近7万亩的明沙都治完了，
殷玉珍开始把“百年树种”换为“千年树
种”，在杨树、柳树、榆树、沙枣的间隙补植
樟子松、油松、云杉和国槐，在柠条、沙蒿的
间隙补植丹参、桃树、樱桃、葡萄，把生态植
物换成经济植物。2016年，她和相关企业
联系，开始种植玫瑰，向生产玫瑰油、化妆
品和玫瑰食品进军。如今，十几亩玫瑰的
香气已弥漫在她的绿色庄园里。“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大会在我家门口召开了，我还被
邀做大会演讲。”殷玉珍难抑喜悦：“我要让
世界知道，咱中国农民不仅能把不毛之地
变为茂密林地，还能把绿色庄园变成玫瑰
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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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鄂尔多斯人几十年治理的库布其
沙漠现在是什么样子？记者近日走进库布
其，见识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长卷。

前来库布其调研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教授斯夸尔说，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
值得世界学习，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应该
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教科书”。

遍地英雄进沙海

30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沙区企

业、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库布其沙漠成

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目

前沙漠治理面积900多万亩，森林覆

盖率增加到15.7%

“30年前，我们进入恩格贝勘探治沙
路线时，放眼四周，除了黄沙还是黄沙。”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局副局长吴
向东告诉记者。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总面
积1.86万平方公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
漠，曾是京津冀地区3大风沙源之一。30
年前的库布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10万农牧民们散居在沙漠里，过着与沙为
伴的游牧生活，苦不堪言。
“一碗米、半碗沙，五步不认爹和妈。”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牧
民陈宁布在沙漠里住了68年。跟大多数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一样，他被沙
子追得搬了无数次家。后来，他找到了一
位治沙的领路人——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
王文彪。亿利资源集团先后组建了232支
治沙民工联队。民工联队按2000元一亩
的价格集中连片承包沙地，累计带领582
名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工人。

在与沙漠抗争的几十年岁月里，涌现
出谷起祥、宝日勒岱、倪驼羔、马世通、徐治
民、苏巴音、刘茂桐、陈官柱、王明海、王文
彪、赵永亮、王国香、乌日更达赖、訾德清等
一批治沙英雄。

“我是在先辈的感召下进入沙地的。”
2002年开始种树的张喜旺发明了“水冲沙
柳”和“电钻种植法”。张喜旺娴熟地为记
者演示了“水冲沙柳”种植法：在橡胶水管
前接上一条长1米左右的塑料水管作为
“水枪”，向枪内注入常压或高压水，直插沙
地打下0.8米左右深的水洞后，把长1米的
沙柳枝插入洞中，大功告成！10秒钟就可
以种一棵树。2013年植树季节，仅用17
天时间，张喜旺团队就完成6000亩沙柳
种植，成活率超过了90%。

30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沙区企业、百
姓的共同努力下，库布其沙漠成为世界上
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目前，库布其沙
漠治理面积达到900多万亩，沙漠的森林
覆盖率由2002年的0.8%增加到2016年
的15.7%；植被覆盖度由2002年16.2%增
加到 2016年的 53%，累计带动沙区 10.2
万名群众彻底摆脱了贫困。

科学治沙显神通

针对区域荒漠化环状分布特点，

鄂尔多斯市探索出可持续的“一核三

环”库布其沙漠生态圈模式，同时加大

科技推广应用力度，优化防沙治沙技

术模式

“南围、北堵、中切隔。向库布其沙漠
进军，同样需要化整为零、逐个击破。”鄂尔
多斯市林业局局长韩玉飞的演讲，激起了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
大会与会者的兴趣。

针对区域荒漠化环状分布的特殊规律
性，依据降水西低东高的分布特点，鄂尔多
斯市围绕沙漠核心区构建灌丛—灌草—乔
灌草三环植被圈，实施禁牧—休牧—轮牧
与农牧人口城镇化保护措施，衍生大漠旅
游、生态光伏、生物高值利用等生态产业
链，形成可持续的“一核三环”库布其沙漠
生态圈模式。

从七星湖出发，沿穿沙公路行驶约半
个小时，便进入了库布其沙漠腹地。这里
有着出人意料的景观：64万块生态光伏电
板整齐排放，一眼望去不见尽头。电板之
下，几十只绵羊正在齐膝深的牧草中怡然
进食。这个太阳能农场就是亿利资源集团
建设的沙漠生态循环产业园。而这种“混
搭风格”被专家们称为“种草、养殖、发电、
治沙、扶贫”复合生态太阳能治沙扶贫新模
式。亿利资源集团库布其生态事业部首席
科学家韩美飞谈起他对治沙的理解：“治沙
不是消灭沙漠，沙漠和河流、冰川、海洋一
样，都是自然之子。沿着钱学森先生指出
的‘多用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路径，
就能达到人沙和谐的新境界。”

针对干旱、多风、少雨的实际，鄂尔多
斯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力度，提倡利用机械
化造林专业队伍和现有大中型植树机械等
造林绿化资源，优化防沙治沙技术模式，全
面提高造林绿化科技水平。在技术措施
上，以提高造林成活率、保存率为中心，筛
选、配套了一批先进的科技成果和适用技
术，大坑整地、覆膜造林等抗旱造林系列技
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依托国家973项
目，启动实施5大类型区生态监测项目，探
索研究不同立地条件、不同树种和不同密
度下，以水调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
升沙漠化科学防治水平。

不以绿色画句号

鄂尔多斯市积极推广“农户＋基

地＋龙头企业”的林沙产业发展模式，

实现了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共

赢。依托生态建设形成的良好自然环

境和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建成20

多处生态旅游景区

站在达拉特旗风水梁园区的观景台远
望，一半住人、一半养兔的4000栋农舍整
齐划一，勾勒出这个产业小镇的基本轮廓。

2005年，库布其沙漠边缘一个没水没
电、风大沙多、荒无人烟的“风干圪梁”，被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改造成“风水梁园
区”。集团将沙柳平茬后20%的细枝、柳
叶和牧草配合加工成獭兔专用饲料，利用
沙柳的粗枝建设高密度刨花板项目，利用
沙柳木屑锯末和獭兔粪便制作菌棒，培育
优质香菇和双孢菇，利用菌肥种植有机农
作物，发展采摘农业；以獭兔养殖为主导，
用獭兔肉生产各类肉制品，用其内脏进行
生物制药，以屠宰的下脚料进行狐狸、貂等
特种养殖。依托这两条循环产业链，吸引
当地及全国12个省市养殖户近3000户、
5000余人进驻。

鄂尔多斯市积极推广“农户＋基地＋
龙头企业”的林沙产业发展模式，逆向拉动
生态治理，实现了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
共赢。一是以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实施
“收缩转移、集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沙
柳、柠条、杨柴、山杏等原料林基地建设，形
成了以沙柳为主的生物质能源原料基地，
以柠条、杨柴为主的饲料加工原料林基地，
以优质沙棘、杏仁为主的食品饮品原料林
基地，在提高防风固沙能力的同时，为林沙
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强化对龙头企
业的扶持力度，大力扶持发展前景好、市场
潜力大、辐射带动广的林沙龙头企业，积极
创造条件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
档次、增加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大品牌培
育力度，实施品牌经营战略，更好地发挥龙
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全市以亿利、东
达等为代表的参与治沙造林及其相关产业
开发的企业数量达到了80多家，培育了包
括高原杏仁露、水域山在内的自治区级林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4家、国家级林业
重点龙头企业2家。年产人造板2.6万立
方米，生物质发电3.1亿千瓦时，杏仁露、海
红酒、沙棘等饮品3.5万吨。三是依托生态
建设形成的良好自然环境和独具特色的人
文、地理环境，建成响沙湾、银肯塔拉、七星
湖、恩格贝等生态旅游景区20多处。

从“死亡之海”变“经济绿洲”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整体治理记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王亦然

听说内蒙古达拉特旗中
和西镇官井村依靠“砍树致
富”，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库布其沙漠南
缘的小村庄。村主任陈军介
绍，从前家家户户连院墙都
没有，只为减少流沙堆积。
可没有了院墙，流沙就直接
封门。沙进人退，1108人的
小村走得只剩365人。沙漠
里的守望者做梦都盼望着种
出一片林子。

面对“为什么砍树”的疑
问，村党支部书记周玉带领
记者巡看沙海。远处黄沙漫
漫，小村周围却沙柳婆娑，宛
如一道屏障，严严实实地“锁
住”了库布其沙漠。“全村33
万亩耕地，可村民们就种植
沙柳20万亩。”周玉解开谜
团，“沙柳属于‘平茬复壮’植
物，3年一平茬，会越长越
旺，不平茬反倒会枯死。过
去平茬下来的沙柳都作了烧
柴，如今作了苗木，村民‘砍
树’比种庄稼还要来劲”。
“我家种了沙柳 1100

亩，卖苗木和领公益林补贴
的林业收入超过了农业和牧业收入。”村民祁三润带
领我们走出村外，遥指远处一个孤零零的房屋诉说
着对先行者的敬佩，“刚一包产到户，我们的种树第
一人‘高林大’就把家安在沙窝子里。都79岁了，老
人还是不停地种沙柳”。
“高林大”的真名叫高林树，30年前，高林树先

是种草为主，在沙漠里扬上了蒿籽，再赶着牛车到
25公里远的湿地掏上芦根，拉回来切成节子用犁掩
进沙里。果然，当年收效，蒿籽活了，芦草活了，原来
的漫漫黄沙上出现了一片片绿草。一年后，他又在
离村庄4.5里远的沙圪梁上栽沙柳500亩、杨树120
亩。一连9年，高林树带领全家人奋战在沙海里，每
年植树造林500多亩，树木成活后，再逐步往沙漠深
处推进。现在，他造林近5000亩，不仅起到了防沙
治沙的作用，也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沙柳平茬
后，除了自己用苗外，每年还可以向外出售沙柳苗
条，最多时一年沙柳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官井村
‘砍树致富’，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所以人们管高林
树叫‘高林大’，以示尊敬。”陈军说。

2013年，官井村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第一家
林业合作社——“绿森源林业专业合作社”，把种植
沙柳的65户人家全部纳入旗下，对内，给村里的贫
困户分配“砍树”指标。中和西镇镇长薛海林告诉记
者，“每年平茬季节，当地的工值是150元一天，40
多天干下来，就能增收6000元左右。这是精准脱
贫非常便利的一条路子”。对外，联系销路，同时通
过电商平台发布供苗信息。
“去年3月，福建人惠小叶从我们村预订了60

万株沙柳苗木，在腾格里沙漠搞绿化。”绿森源林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玉说：“她还用手机发来小苗茁
壮成长的图片，全村人别提多高兴了。今年她们又
订了50万株，而且提前打款。”

过去被黄沙追得背井离乡，如今向其它沙漠地
区输出“绿色”。就这样，官井真的靠砍树致了富。

“我要实现第三个梦想”
——老劳模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本报记者 陈 力

沙漠里也能种

出桃花，这让殷玉

珍既感欣慰又深深

陶醉。

（资料图片）

一道道绿色屏障彻底锁住了库布其沙漠。图为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永久会址。 贺鹏飞摄

30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沙区

企业、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库布

其沙漠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

治理的沙漠。如今，库布其沙漠

变身美丽绿洲，实现了生态生计

兼顾、治沙致富共赢，不仅森林

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大幅增加，

还累计带动沙区10.2万名群众

彻底摆脱了贫困。2014年，库布

其沙漠生态治理区被联合国确

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

区”，成为“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教

科书”

治理后的库布其沙漠，呈现出林茂畜肥新

景象。 白万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