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两山”理念忠诚践行者
王文彪

像 胡 杨 一 样 扎 根 大 漠
——记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在距离北京几百公里的内蒙古库布其沙
漠，有一位“治沙狂人”。30年来，他带领
团队孜孜不倦地在大漠深处植树种草，把被
称为“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变为鸟语花
香的绿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在沙海中变为现实。他因为在治沙方面的
突出成就，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终身成
就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他
就是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

初心，守护绿色家园

今年是改革开放第 40 年，也是王文彪
在库布其治沙的第 30 个年头。王文彪说，
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人
生方向，让他走上了治理沙漠这条路。

王文彪的家乡在内蒙古杭锦旗独贵塔拉
镇杭锦淖尔村，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在他
的记忆中，村里一年到头风沙弥漫。“风起
明沙到处流，沙压房子人搬走，沙篷窝窝沙
葱菜，养活一代又一代。”那时，他最大的
愿望就是逃离沙漠。通过考学，王文彪离开
了故乡，成为了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杭锦
旗县政府的一名普通公务员。

但他命中注定与沙漠有缘。1988 年，
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经济大潮涌动。
这一年5月，28岁的王文彪被任命为一家地
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盐厂厂长。他至今清楚
地记得第一天到盐厂报到的日子，1988年5
月8日。他乘坐着一辆吉普车在沙漠中颠簸
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走进盐厂，没
有机器的轰鸣，没有鼎沸的人声，只有随风
飞扬的沙尘。

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盐厂赖以为生
的盐湖面临被沙漠吞噬的威胁。是求生还是
等死？王文彪认为，被沙漠吞噬是死，与沙
漠抗争还有活的希望。当时，他毅然选择种
树来保卫盐湖。

盐厂职工和沙区农民都认为，在沙漠种
树是痴人说梦。但是，王文彪力排众议，说
干就干。他从每一吨盐的收入里拿出5元钱
专门用来种树，并选出 27 名工人组成林工
队，专门负责种树。刚开始没有经验，没有
技术，一年也种不活几棵树。树种了死，死
了再种……王文彪和林工队靠着锲而不舍、
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实现种树规模化成
活。盐湖保住了，盐厂生产回归正常，企业
效益不断提升。

但是，沙漠再次成为企业发展的“拦路
虎”。盐厂距离火车站直线距离仅有 65 公
里，但由于沙漠阻隔，不得不绕行330公里

的路程把盐运出去，一吨盐要增加六七十元
钱的成本，企业利润基本都耗费在了路上。
是继续绕行，还是穿越“死亡之海”？王文
彪再次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投资修建一条
穿沙公路。

在沙漠中修建公路，前无古人。他的这
一决定遭到全厂职工一致反对，他一边做职
工的思想工作，一边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
1997 年初春，库布其开始修建第一条穿沙
公路。在沙漠里修路，艰难程度超出想象。
王文彪说，他们第一天刚把路基打好，第二
天路基就被黄沙掩埋了。路埋了推，推了再
埋，反反复复，短短 65 公里的公路，用了
两年多时间才修好。1999年 10月，当地第
一条穿沙公路正式通车。

公路就像一条条血管，给库布其沙漠注
入了血液。王文彪说，他们一边修路，一边
种树固定沙丘，路修到哪里，树就种到哪
里。现在，库布其沙漠里已经修建了5条公
路。公路的修通，打开了库布其沙漠走向外
面世界的最后瓶颈，亿利也从一家小盐厂发
展成为当今世界治沙领导企业。

一脚踏上治沙路，便再也没有回头。王
文彪本着守护家园的初心，在生态修复这条
路上越走越坚定。现在，走进库布其沙漠，
放眼望去，胡杨林、樟子松、沙柳、甘草等
沙漠植物恣意生长；白天鹅在七星湖上嬉
戏，丹顶鹤在林间优雅漫步，鸡、鸭、鹅在
太阳能光伏板下的草地上自由觅食；沙漠越
野赛、自行车赛、沙漠徒步旅行等各种各样
的活动，一年四季不断。库布其沙漠已经发
展成为生态绿洲、人间仙境。

探索，为沙漠赋予生机

生长在沙漠的王文彪，自称是有沙漠基
因的人，对沙漠有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感
情。在长期治理沙漠的过程中，他对沙漠的
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他眼中，沙漠是地球
上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是一种蕴藏着巨大
财富的自然资本。要让沙漠永葆生机和活
力，就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选择发展什么样的生态产业是一个艰苦
的过程。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一直试图找到
把“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生态与
产业相结合、企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的
治沙模式，在保护和改善沙漠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发利用，把沙漠负
资产变成能产生 GDP 的绿色资产，实现

“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均衡发展。
库布其沙漠再一次启发了王文彪的智

慧。他在修建库布其第一条穿沙公路时，偶
然在沙漠里发现一些野生甘草。甘草是一种
名贵药材，耐干旱，适合在沙漠生长，甘草
根瘤菌能够增加土壤氮肥含量，培育土壤肥
力，具有明显改良土壤的作用。有着敏锐经
济头脑和商业眼光的王文彪立刻意识到，如
果甘草种植能够形成规模，就可以发展甘草
产业，既实现了沙漠绿化，企业也可以赚
钱。于是，他开始探索发展“公司+基地+
农户”甘草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库布其
沙漠甘草种植面积达到132万亩，以甘草产
业为核心的健康产业已经成为亿利重要的支
柱之一。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王文彪坚
信，只要脚踏实地去奋斗，就能把理想变为
现实。30 年来，王文彪不断挖掘沙漠植物
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肉苁蓉等种植加
工业；发展牛、羊、鸡、鹅、鸭生态养殖
业；利用生物、生态、工业废渣和农作物秸
秆腐熟等技术，发展土壤改良剂、复混肥、
有机肥等制造业；利用沙漠日照资源充足的
优势，发展太阳能光伏治沙产业，实现“板
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养殖”立体化发
展。然而，令他苦恼的是，生态产业一直找
不到清晰的政策支撑，企业发展异常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
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特别是关于“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论述，给了王文彪治沙事业巨
大的推动力。亿利生态产业犹如插上腾飞的
翅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目前，亿利
已经形成生态修复、生态农牧、生态健康、
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光伏六大产业体
系，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多赢。

生态文明建设是老百姓的最大福祉。亿
利把生态产业发展与当地脱贫攻坚结合起
来，带动 10 万农牧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
路。尝到甜头的农牧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
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
受益者。

库布其沙漠沧海变桑田的这些年，正是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作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早期的探
索者和实践者，王文彪把“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十分抽象的
概念，在库布其沙漠变成了生动的实践。

2017 年，联合国环境署在 《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 第 13 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
发布 《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认

定库布其治沙共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
元，其中 80%是治沙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

经验，经得住看更经得住算

如今，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已经走出了
库布其，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2017 年 12
月，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作为库
布其治沙人的代表，王文彪获得了全球生态
环保领域的最高奖项——地球卫士终身成就
奖，他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王文彪认为，现在全球陆地大约四分之
一是沙漠，十几亿人仍然生活在沙漠里。联
合国把这个荣誉授予他，是因为库布其治沙
的成功经验，让那些沙漠中的贫困人口看到
了脱贫的希望，从而带动了全球更多人关注
沙漠，参与沙漠绿色产业发展。

而且，库布其治沙的贡献，不仅在于形
成了世界上第一片被整体治理的沙漠，更形
成了一套成熟先进的治理模式，创造了一系
列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过去有些地方防
治荒漠化主要是由政府唱“独角戏”，但是
库布其治沙模式的核心要义，是地方党委政
府政策推动、企业规模化产业化投资、社会
和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和机制持续化创
新的“四轮驱动”，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库布其治沙模式已经得到世界高度关
注。库布其沙漠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沙漠论
坛永久会址，从 2007 年以来，库布其国际
沙漠论坛已经成功召开了六届，先后有
1000 多位国内外政要、专家学者和公益环
保代表来到库布其，学习中国的防沙治沙经
验。2014 年库布其沙漠被联合国环境署确
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2016年
6月份，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在
考察了库布其治沙成果之后，希望把库布其
治沙模式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饱受沙漠
之苦的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让世界分
享库布其治沙经验。

库布其治沙模式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关
注，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要经得住看，
二是要经得住算。王文彪清楚地记得，在第
四届国际沙漠论坛召开的时候，联合国邀请
了 42 位专家出席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研
究和检验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是怎么治理
的，以及这种治理模式是不是可持续的。王
文彪用了几天时间来回答几十位联合国专家
的轮番提问，最终给联合国专家们交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

今天，库布其治沙模式已经被写入联合
国决议，众多深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希望中国输出库布其经验，为世界防治荒漠
化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是
让王文彪倍感骄傲、自信的事情。他认为，
亿利作为世界沙漠治理的企业领导者，有责
任帮助世界各地沙漠深处的人们治理沙漠，
并承诺把公司集 30 年之力研发出来的先进
沙漠植树技术无偿传授给他们。

王文彪始终认为，他个人的荣誉与改革
开放、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改革开
放，如果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如果没有“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生态理念的支撑，如果没有当地党
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库布
其沙漠治理模式没有走向世界的机会和可
能。现在，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中
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他现在要做的，就
是让世界清楚地了解库布其治沙模式，为生
态文明全球化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寄托，沙漠是永远的精神家园

家乡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家园。一个心

里装着家乡的人，在前行的道路上才能走得
更遥远。

库布其沙漠就是王文彪的精神家园。沙
漠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欢乐、痛
苦都与库布其沙漠息息相关。每当他感到倦
怠、困惑、迷茫的时候，就会去看看一望无
垠的沙漠绿洲，整个人就会完全放松下来，
内心也会奇妙地强大起来，重新找回奋斗的
动力。

王文彪最大的快乐来自于沙漠。库布其
沙漠是一块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处女地，是一
个激励人不断创新的试验场。亿利在这里种
树、种草、种花，发展生态产业，都是在做
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当一种植物在库布其
沙漠引种成功了，当一个新的动物伙伴在沙
漠里出现了，就是他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
在库布其沙漠，有一片胡杨林，那是 2003
年从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引种过来的 1000
棵胡杨树。胡杨树引种难度大，成活率很
低。2013 年，当他看到这些枝繁叶茂的胡
杨树茁壮成长，激动得无以言表，有一种再
造生命的快感。

他最大的痛苦也来自于沙漠。1998
年，他听说美国西雅图沙漠地带生长着一
种树，当地依靠这种树发展造纸产业，效
益很不错，就立刻飞过去实地考察，花
2000 多万元引进，结果因为水土不服，树
全死了。经历过多次引种失败后，他开始
转向培育沙柳、甘草、樟子松、胡杨等本
土沙地植物。在保护、引进、驯化、开发
沙漠种质资源的基础上，2015 年建成了中
国西部最大的沙生灌木及珍稀濒危植物种
质资源库，保护和培育了 200 多种耐寒、
耐旱、耐盐碱的种质资源。这些沙漠种质
资源成为亿利集团从事生态修复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

他最大的希望同样来自沙漠。从沙漠到
城市，从中国到世界，亿利为开拓人类生存
空间不断探索。近年来，亿利源源不断地把
成熟的技术、理念、经验和模式输出到西
藏、青海、甘肃以及内蒙古其他沙区，实施
一系列治沙扶贫基础性、关键性生态产业化
项目，致力于把荒漠荒山变成绿水青山，为
这些沙漠化地区带来新的希望。亿利把生态
修复和精准扶贫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修复了
生态环境，同时也带动千万贫困户脱贫
致富。

王文彪说，一个人的精神比什么都重
要，亿利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艰苦奋斗、百
折不挠、开拓创新、不辱使命的精神。如
果用沙漠中的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的话，
王文彪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胡杨树。
胡杨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树种，生命
力极其顽强，有着“活一千年不死、死一
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的说法。胡杨
树的根系长到 10 米以下，只要 10 米以内
有水，它就能存活。胡杨树朽了以后，根
系仍然牢牢地扎在沙漠里，固定住一个沙
堆。这种顽强的精神始终激励王文彪无悔
地坚守着。

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国各地生态文

明建设百花齐放，一幅绿水青山的美好图

景，正在神州大地铺展。

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总

面积的四分之一，推进荒漠化治理对生

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

发展，让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们共享生

态文明成果，为世界荒漠化治理贡献了

中国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环保

事业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让奋战

在防治荒漠化等生态建设一线的企业和

群众信心满满。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当地的广大干部

群众、骨干企业忠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把库布其沙

漠变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创造了

“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农

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持续化创新”的

可持续、可复制的库布其治沙实践经

验。这更加坚定了我一辈子做好治沙与

生态扶贫这件事的信心，坚定了我们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永远践行

的信念，我们要一年接着一年干，誓将

沙漠变绿洲。

亿利人的治沙事业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亿利要成为绿色发展理念最忠诚的践

行者，坚持“为人类治沙”的崇高使命，

坚持治理、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治沙方

针，始终遵循顺应自然规律，坚持“治沙

并不等于消灭沙漠，不等于让所有的沙漠

都变成绿洲”的原则。历史的浪潮滚滚向

前，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已经开启。让我

们携手应对荒漠化，为子孙留下天蓝、地

绿、水净的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

绘壮丽的生态蓝图。

图为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治理区。

（资料图片）

采用风向数据植树法种树，库布其沙漠

中的沙丘高度明显降低。 （资料图片）

随着生态环境改善，天鹅开始在库布其

沙漠七星湖安家落户。 （资料图片）

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现在已变成鸟语花香的绿洲。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