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时节，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绿意
盎然。落差数百米的陡峭石崖上，三北工
程人工种植的柏树层层叠叠，顺着黄河河
道，绵延天际。

不让水土再流失

晋陕大峡谷所在的黄土高原残垣沟壑
区，地跨陕西、山西两省，是三北防护林建
设的重点区域之一。

“以前走很远都看不到一棵树。在沟
底打坝，一场大雨就能淤出一大片地。”回
忆起 40 年前，65 岁的郝国军不禁感慨万
千。他从小就生活在晋陕大峡谷西侧的陕
西省延安市延川县乾坤湾镇肥家山村。

40年前，大峡谷东侧的山西省临汾市
永和县生态状况同样严峻。当时，水土严
重流失面积占永和全县总面积的 80%以
上，每平方公里年均流失土壤1.3万吨，以
至于沟壑纵横，黄土残垣随处可见。

历史上的黄土高原也曾绿树成荫。万
里长城、丝绸之路、敦煌石窟、黄帝陵寝、楼
兰古国，无数遗迹无声地诉说着三北地区
辉煌的过往。“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是中
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曾经森林密
布，草原肥美，绿野千里。千百年来，我们
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
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
林建设局局长张炜说。

然而，由于垦荒、战乱和各种自然因素
影响，绿色渐渐远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到上世纪70年代，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仅
为5.05%，土地生产力极低，人民生活十分
困难。每公顷农田粮食产量仅2000公斤
左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甘、宁、青
四省区平均每年需从外地调入口粮1.3亿
公斤。从年均每公顷可产青草量看，全国
一般草原为 700 公斤，三北荒漠草原仅
300公斤。三北农牧业人口年均收入仅为
334 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县农民年收入不
足200元，10%的农民尚未解决温饱。

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
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决定在我国
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
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从而拉开了我国大
规模生态建设的序幕。

40年艰辛守护

只有去现场，才能切身体会三北工程
40年建设的艰辛。“这里到处都是石头，要
在陡峭的石头坡上挖坑，植树保活，比养孩
子都辛苦。”站在永和关黄河古渡口，遥望
石崖上郁郁葱葱的人工侧柏林，永和县林
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爱民动情地说。

“改善三北地区的生态面貌，改变各族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共和国几代

领导人的心结。三北工程能有今天的成
就，离不开几代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推
动。”张炜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深入三北各省区考察，对加强三北防护林、
推进生态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
出了许多重要指示。

石头陡坡上植树，挖坑很难，只能垒
坑。王爱民记得，永和关造林绿化工程启
动后，他带领工人们搬石上山，垒起无数个
鱼鳞坑，又搬来黄土，把鱼鳞坑填满。这里
坡陡谷深，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障人身安全，王爱
民和林业工人发明了“PVC管道输土”“索
道运苗”等十多项新技术。比如，“PVC管
道输土”就是把碾碎的干土搬到坡顶上，用
PVC管溜进下方鱼鳞坑；“索道运苗”就是
通过架设铁丝线，从坡顶将树苗溜下去。

经过苦干加巧干，晋陕大峡谷人工造
林一次成活率达95%以上，保存率达90%
以上。如今，这些侧柏已扎根石缝，长到两
人多高。王爱民为三北工程默默奉献了
30多年，2016年被授予山西绿化奖章。

40 年来，在三北工程建设中，各地涌
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石光银是陕北
定边县海子梁乡四大号村人，他承包沙地
3000亩，几十年累计治沙25万多亩，形成
50公里长、6公里宽的沙漠林海。

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村民牛玉琴，
1985年与丈夫承包了万亩沙地，累计在沙
区造林绿化11万亩，植树2800多万棵。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党中央、国务院

对工程建设重视程度最高、支持力度最大
的时期，也是区域内生态环境改善最明显、
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三
北工程已经成长为我国生态建设的标志工
程、改善三北地区生态面貌的骨干工程、增
加农民群众收入的致富工程、统筹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工程、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的基础工程。”张炜说。

生态建设丰碑

三北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启
动实施的第一项生态建设项目。工程建设
总面积 406.9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
面积的42.4%。主要战略目标是将林地总
面 积 由 1977 年 的 2314 万 公 顷 扩 大 到
6084万公顷，增加3770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由5%提高到14.95%；林木蓄积量由7.2
亿立方米增加到42.7亿立方米；平原和绿
洲的农田全部实现林网化；沙地和沙化土
地得到有效治理，沙漠面积不再扩大；风沙
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
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三北工程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条
件之艰难，效果之显著，被誉为世界生态工
程之最。当年《泰晤士报》称赞这一规划将
成为人类历史上征服自然的壮举！

经过40年不懈努力，三北工程成效卓
著。例如，陕北延安共造林2134.58万亩，
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6.35%。这个昔日黄
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如今已成
为黄土高原上的生态屏障。

40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
面积3014.3万公顷，在我国北方万里风沙
线上，建起了一道乔灌草、多树种、带片网
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成为抵御风沙南侵
的绿色长城。如果把这些树木折算成5公
里宽的防护林带，可绕地球赤道一圈半，堪
称人间生态奇迹。

在库布其沙漠治理实践中，治沙领军
人物王文彪探索创新了微创植树、迎风坡
造林、甘草平移栽种等100多项沙漠生态
技术成果，研发培育了沙柳、柠条、杨柴、花
棒等1000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植物
种子。曾经寸草不生的库布其沙漠如今森
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已分别提升到
15.7%、53%，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洲。作为
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库布其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
经济示范区”。库布其治沙技术已向沙特、
蒙古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推广。

自1987年以来，先后有三北防护林建
设局等十几个单位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
予“全球500佳”称号。100多个国家的大
使、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访
问和学习，赞誉三北工程是“改造大自然的
伟大壮举”“世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三北工程由此成为我国在国际生
态建设领域的重要标志和窗口。

三北工程40年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的
建设，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政府对全人类负
责任的大国风范，体现了保护环境、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坚定决心，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和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40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
面积 3014.3 万公顷，如果折算成 5 公里宽
的防护林带，可绕地球赤道一圈半。如此
人间生态奇迹是怎样造就的？

三北工程 40 年来走过的路，是一条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40 年
间，我们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政治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

量办大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
社会参与。三北工程坚持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在西部大开发、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京津

冀”协同发展、美丽中国
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寻找

定 位 ， 发 挥 作 用 。
三北工程坚持建

设生态经济型
防 护 林 体

系 ， 统
筹 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富民相统一，让
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工程建设成果。三北工
程坚持尊重科学规律，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生物措施和工
程措施相结合，实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三北工程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
接着一代干，咬定青山不放松，上下一
心，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三北工程坚持
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体制机
制，增强了持续发展动力。

40 年来，三北工程与改革开放同步，
造就了一大批作风扎实、热爱林业、关注民
生、懂业务、会管理、敬业献身的林业管理
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潜心钻研科学技术、勇
于探索和实践的林业科技工作者，涌现出
了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造林带头人，
丰富和实践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理
论，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三北地区区情的生
态治理技术路线，走出了一条国家引导、群

众参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防
护林体系建设道路，为

建设生态文明探索

了路子，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推动我国生
态建设的“孵化器”。

建设三北工程，体现了党和国家改善
国土生态面貌的决心和意志，符合三北地
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激发了建设区广
大干部群众投身建设绿色家园的积极性。
广大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积极投
身改变自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感天动
地的人间奇迹。40年来，三北工程培养了
一大批以王有德、石光银、牛玉琴等为代表
的英雄模范人物，铸就了以“艰苦奋斗、顽
强拼搏”为核心的三北精神，成为新时代建
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北地区的绿色成果是在三北工程旗帜号
召下，领导苦抓、群众苦干、社会协力的结
果。三北工程凝聚了三北地区广大干部的
心血，凝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凝聚
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既改善了环境，又
富裕了群众，深得人心，被称为“生命工程”

“富民工程”“鱼水工程”，筑牢了发展之基，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三北工程是中华民族关怀地球、心系

人类的造福工程，体现和展示了中国政府
对事关人类共同命运这一国际事务高度负
责的强烈责任感。这一建设成就，奠定了
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和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
基础；其建设历程，培育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文明道德风尚；其建设实践，奠定
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
础。事实证明，三北工程建设合乎民心、
顺应民意，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改善民生的生动体现。三北工程已经朝着
规划蓝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好比绿色万
里长城守卫在祖国的北方，守护着我们的
家园。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三北地区仍然
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生态治理任务最
艰巨的地区。没有三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改
善，就没有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展望未
来，三北工程任重道远。建设生态文明、实
现生态良好，重点在三北，难点在三北。时
代赋予了三北工程更为艰巨、更为光荣的
历史使命，“绿色长城”必将彪炳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生态奇迹是怎样造就的

给祖国北方围上绿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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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工程40年建设，黄土高原荒坡变绿，生
态环境极大改观，按理说高兴都来不及，可特型演
员刘劲却有点“闹心”。

原来，今年刘劲率剧组赴延安拍摄电影 《周
恩来回延安》。由于经常扮演周恩来总理，十年前
刘劲跟随摄制组去过延安几十次，对黄土高原寸
草不生、千沟万壑的荒凉景象熟悉得不能再熟
悉。谁知这次重回故地，竟然看不到黄土荒坡
——昔日灰暗的黄土塬，已经被人工种植的绿
树、青草覆盖。

为再现 1973 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的场景，
刘劲只得带着摄制组，向黄土高原更深处走了300
多公里。然而，无论陕西还是山西，他都没能找到
一片没有植被只有黄土的塬。

刘劲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世纪末时，
延安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2.88 万平方公里，每年向
黄河输入泥沙2.58亿吨。

让黄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三北工
程。延安市近年来通过大力造林护绿，全市森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46.35% ， 植 被 覆 盖 度 提 高 到
67.7%，2016 年 9 月份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

那么，可不可以去西北其他地方取景呢？
随着三北工程深入推进，如今三北地区山河

巨变，工程区沙化土地面积由2000年前的持续扩
展，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183平方公里。

作为绿色中国的形象大使，刘劲由衷为黄土高
原生态境况根本性好转而高兴，但也为如何完成拍
摄任务而发愁。

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外景地，无奈之下，刘
劲不得不与投资方协商，决定增加投资，在后期制
作时通过采取高科技手段处理，以达到所需要的
效果。

黄土荒坡变绿 电影剧组发愁

图为山西省临县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景慎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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