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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维坤、姜伟超

甘肃河西走廊东北部有一块绿洲，她像一把
锲子，阻隔了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的合拢。
这就是民勤县，全域总面积 1 . 59 万平方公里，各
类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占了九成，一度被称为
“第二个罗布泊”。

就是这样的不毛之地，森林覆盖率由 2010 年
的 11 . 52% 提高到了现在的 17 . 91%，地下水位止
降回升。在整体大环境改善的带动下，民勤“沙进
人退”的局面得到基本遏制，生态自我修复功能逐
渐启动，与“罗布泊”的样貌渐行渐远。

这背后，是 60 年的接力。

敢用白发换绿洲

“风，是用胸膛挡住的；沙，是用脚印盖住的；
树坑，是用指甲抠开的；树木，是用汗水浇活的。”
有诗人曾这样描述民勤治沙。

从上古“水草丰美的滨湖绿洲”到“三面环沙
的沙海孤岛”，再到现在“人沙和谐”，民勤县特殊
的地理和生态环境，注定了民勤的历史就是一部
与风沙抗争的历史。

据明清史料记载，明朝时民勤人就“以柴草插
风墙”抵抗风沙。清末民初，风沙沿线的村民自发
组织“柳会”“柴会”“风墙会”等组织，治理沙害。

但效果有限，沙魔步步进逼，“东风吹秕田，西风
吹死苗”。新中国成立前，民勤县约有 26 万亩农田受
风沙灾害，60 多个村庄被沙压，每年约 2 .3 万人远
走他乡。怀着家乡即将消失的悲愤和不甘，在国家的
关怀下，民勤人书写了一部与风沙抗争的历史。

位于民勤县薛百镇宋和村西面的龙王庙沙区
是民勤绿洲西线最大的风沙口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宋和村几乎看不到树，每刮一次大风，都能
上演“沙上墙，羊上房”场景，200 多户人家中有 30
多户告别了家乡，外出谋生。在那个尚无法使用机
械化设备治沙的时代，全国十大治沙标兵石述柱
带领的治沙突击队硬是推着木轱辘大车创造了黏
土沙障与林木封育结合的治沙新模式，被中国近
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命名为“民勤模式”。

一代代治沙人老了，白发换来绿洲。在 60 多
年的民勤治沙战中，接力棒从来没有被放下过。

今年 57 岁的王能，在民勤县三角城林场干了
一辈子，已经是“老林业人”。横一行，竖一行，一亩
地 73 穴，每穴浇水约 15 公升，水刚渗完，就在上
面埋一层沙子，防止蒸发。这样的沙丘造林“要
领”，王能熟记在心。

风沙吹皱了脸颊，吹老了身躯，但“不管风吹
沙打、挨冷受冻，造林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
条纪律，已经成为林业人刻进骨子里的“铁令”。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样的信念深
入民勤人的心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民
勤化为生动现实。

“近几年，全县每年压沙都在 4 万亩以上。”民
勤县三角城林场场长陈永明说。如今，沿着老一辈
治沙英雄走过的艰辛亦坚实的道路，越来越多的
治沙时代楷模和民间团体积极投身防沙治沙的行
列，谱写了青土湖、黄案滩、老虎口等一个个美丽
的“民勤故事”。

民勤人渴望绿色，把树木和林场叫“绿色太
阳”。如今，连片的“绿色太阳”让民勤绿洲像一个
绿色的楔子，牢牢地扎在两大沙漠之间，成为守护
千里河西走廊的一道绿色屏障。

截至 2017 年底，全县 408 公里风沙线上的
66 个风沙口全部得到有效治理，流沙前进速度由

每年三四米减少至 1 米，全县地下水位累计回升
了 0 . 372 米；青土湖地下水位埋深 2 . 94 米，较
2007 年上升 1 . 08 米；夹河黄案滩关闭的 96 眼机
井中有 7 眼自流成泉。

经过 60 多年的不懈努力，民勤人工造林保存
面积达到 229 . 86 万亩，压沙造林面积 55 . 3 万
亩，天然沙生植物封育面积达到 325 万亩，在 408
公里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
带，形成了稳固的绿洲防护体系。甘肃省 2015 年
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显示，与 2009 年的监测
结果相比，民勤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6 . 26 万亩，
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6 . 76 万亩，荒漠化和沙化整
体处于遏制、逆转趋势，民勤与“罗布泊”渐行渐
远。

“新中国成立后，荒漠治理逐步成为国家工
程，这一政策每一届中央政府一以贯之，始终不
变，这是民勤治沙显效的重要保障。”民勤县委书
记黄霓说，十八大以来，中央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
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发展理念成为民勤的发展指南。

“老虎口”里“拔牙”

老虎口，民勤绿洲西线最大的风沙口，因这里
生存难如虎口夺食而得名。去往老虎口的路上，一
条沙漠公路笔直伸展，车子速度加快，公路两边的
沙漠中，一根根红白相间的水泥界桩在人的眼中
连成了一条条红的线、白的线，或是花花绿绿的五
彩线。沿途一排排压沙草方格星罗棋布，一眼望不
到边，整齐排列的梭梭林随风舒展枝条，铁骨铮铮
的胡杨遒劲有力，像在高声呐喊。

老虎口沙区全长 37 公里，沙漠面积达 17 万
亩，区内沙源深广，沙层深厚，沙丘星罗棋布，纵横
交错，以前沙患严重影响沿线及周边 5 个镇、18
个村群众的生产生活。20世纪 90 年代，风沙将起
未起，这里牛羊就望天流泪。风沙一起，一年收成
往往不见踪影，人只能抱着牛羊哭。

老人说，以前这里的“老虎”真的会吃人。现如
今，人们笑称，老虎口里没“牙齿”了。

“每一棵活下来的树，都是拿 10 棵死去的树
换的。”陈永明用脚踩了踩脚底的沙子说。

在沙漠里造林，难度不亚于水面上绣花。栽
上，吹跑，栽上，又吹跑，再栽……办法总比问题
多。经过探索创新，治沙技术不断更新，棉花秸秆
方格、尼龙网方格先后出现，光实验成功的棉花
秆、芨芨草、砂砾石、尼龙网、土工编织袋、黏土沙
障、化学固沙等治沙新技术、新材料就有 20 多项。
记者采访时老虎口风力 7级，但只见梭梭林摇摆，
不见一丝风沙。

站在老虎口高处向北眺望，青土湖的芦苇荡
已然在目。这是曾养育了多个民族的母亲湖，相传
苏武曾在此牧羊。几千年来，青土湖由大泽变小
泽，小泽变成湖，湖变成水泡子，1959 年彻底消
失，只留下一些水生动物的遗骸被沙土掩埋。失去
水的滋润，土地迅速沙化，与巴丹吉林、腾格里两
大沙漠连成一体。青土湖的变迁，昭示着水退沙进
的自然规律。

青土湖的消失意味着两大沙漠将联手推进。
从 2008 年开始，一场拯救青土湖的战役打响。截
至目前，民勤在该区域完成工程压沙造林 6 . 7 万
亩，滩地造林 2 . 3 万亩，封沙育林、育草 12 万亩。
青土湖死而复生，眼下水面面积达到了 26 . 6 平
方公里，野鸭戏水，天鹅栖息，形成旱区湿地 106
平方公里，硬生生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
间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仅仅是民勤生态改善的一个缩影。“十二

五”以来，民勤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25 . 66 万亩，发
展特色林果业 49 . 7 万亩，实施封沙育林草 72 . 3
万亩，工程压沙 34 . 2 万亩。目前，全县人工造林
保存面积达到 2 . 3 亿亩以上，在 408 公里的风沙
线上建成长达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带，全县森林
覆盖率由 2010 年的 11 . 52% 提高到 17 . 91%。

气象监测显示，2017 年全年 8 级以上大风刮
了 18 次，一次沙尘也没起。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走进现在的民勤小城，映
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黄红绿色调统一的城
市建筑，天蓝的让人想伸手摸一把。秋意浓浓，民勤
的县城和乡村也更为热闹起来，打扮时尚的女孩笑
着走过街头，老人在暖阳下摆开棋局。曾经压在民
勤人头顶上方的“沙魔”，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在背靠沙漠的东湖镇正新村，老村支书魏多
玉指着沙漠里被梭梭林封住的沙丘，又用脚跺跺
沙子上形成的一层硬壳说，“一刮风碗里都是沙子
的时代过去了。”

“人固沙固”留住绿色

“民勤沙漠治理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民
勤县副县长刘瑞光对记者说，在治沙理念上，民勤
曾提出过“人进沙退”“人退沙退”等观点，但实践
后都未能延缓沙漠的推进速度。

“民勤的土地多为沙性土壤，离开了人的守
护，马上就会良田变荒漠。”刘瑞光介绍说。痛定思
痛，民勤县委县政府在反复研讨后，提出“固沙”与
“固人”并行的思路。

从 2008 年开始，民勤县探索在沙漠前沿的正
新村建立“公益性产业移民区”试验，按照“分沙到
户、承包治理、开发经营、收益归己”的方式，使村

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彻底退出来，实现“农转
非”，农民成为住在沙漠边缘的治沙工人。

64岁的雷立业是正新村老村支书。他说，以
前村民治沙都是义务的，大家只管种不管护，成
活率连一半都不到，“年年栽树不见树”。全村 740
多人变成治沙产业工人后，政府实施了完整的考
核办法，政府补贴每人每月 400 元，这些年植物
成活率都达到了 90% 以上。现在，正新村一带已
形成长达 20多公里，纵深 1公里的绿色防沙带。

“在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建
设、国家重点公益林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的
带动下，全县生态建设整体已步入以项目带动、
政府组织引导、部门协调配合、全民广泛参与的
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轨道。”刘瑞光说，全民
治沙在民勤已经成为自觉。

春秋两季，在民勤县沙漠，随处可见浩浩荡荡
的治沙队伍。有教师、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甚至
还跟来年幼的娃娃。他们驾驶着农用车，装载麦
草，从四面八方奔向各个风口。一排排整齐的草方
格随着压沙人群向着沙漠延伸。同时，民勤县涌现
出一大批民间治沙组织和志愿者。“拯救民勤”治
沙组织总干事马俊河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组织上
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治沙志愿者种梭梭林。

为了给民勤生态建设保驾护航，2017 年 4
月，新一届武威市委班子在经过重新论证后，叫
停了高耗能耗水的高硫煤制氢循环利用项目，
随后又取消对民勤的 GDP 等指标考核，举全
市之力帮助民勤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县。

治沙增收的好营生

“多年的治沙探索表明，靠自觉和奉献只能

管一时，要想真正实现人沙和谐，还必须解决好
人的发展问题。”民勤县县委书记黄霓说。在正新
村，村委会带领村民，把近 2000 亩耕地全部转
为生态用地，种上紫花苜蓿、甘草、枸杞等节水
经济作物，在 4500 亩梭梭林中嫁接上肉苁蓉，
打造出了既能治沙又能增收致富的好营生。通
过发展沙产业，人均年收入达到 7000 多元。

为推进沙产业的发展，民勤县相继制定出
台了压沙工程管理办法、沙漠承包治理管理办
法、沙区及治沙生态林承包治理经营实施意见，
将风沙口营造的治沙生态林承包给个人、企业
管护经营，鼓励发展沙产业。

西渠镇制产村村民何德荣抓住机遇，于
2013 年在青土湖区域承包了 2000 亩梭梭林，
先后投资 100 多万元，发展梭梭林接种肉苁蓉
产业。2017 年，何德荣仅春季就采挖了 20 多
吨，收入 100 多万元。

“沙产业是个双赢产业。”何德荣说，肉苁蓉
寄生在梭梭林根部，梭梭林管护不好，肉苁蓉就
无法生长，林带管护好了，也就有了生态效益，接
种的肉苁蓉再卖成钱，承包者就有了经济效益。

随着沙产业的不断扩大，当地政府着力提
升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积极培育中药材龙
头企业，先后扶持成功申报了地方商标十多个。
截至目前，全县完成国有荒沙地承包治理 56 万
亩，治沙生态林承包经营 40 万亩，组建治沙
协会 20 个。 2016 年全县直接或间接从事治沙
造林和沙产业的群众达到 11 . 4 万人，沙产业
总产值达到 3 . 34 亿元，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2500 元，比“十一五”末净增
6032 元，其中来自沙产业、工程压沙的收入
占比达到 36% 。

60 年接力治沙，告别“沙上墙，羊上房”，修复生态不当第二个“罗布泊”

民勤广种“绿太阳”，顽强阻击两大沙漠“握手”

菜叶、果皮摇身一变成为环保酵素，手机一键下单上门取件，可直接卖钱……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银川为什么能“分”到底

居民家中的菜叶 、果

皮摇身一变成为环保酵

素，机关单位食堂的残羹

剩饭不再夹杂着烟蒂纸

巾，农贸市场的尾菜加工

后成为葡萄园中的有机肥

料……

本报记者赵倩、马丽娟

作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
宁夏银川市自 2015 年起按照“能卖则卖，有害单
分，干湿分离”的原则，探索对资源垃圾、餐厨(厨
余)垃圾、有害垃圾、一般垃圾四类垃圾实施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

居民家中的菜叶、果皮摇身一变成为环保酵
素，机关单位食堂的残羹剩饭不再夹杂着烟蒂纸
巾，农贸市场的尾菜、草帘加工后成为葡萄园中的
有机肥料……目前，银川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已
覆盖 140 个居民小区、78家区直机关单位和银川
市 60% 以上的机关单位、学校、医疗机构等，垃圾
分类链条正在加速形成闭环。

源头减量，告别垃圾“混装”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食堂大厅，摆放着一

个长度近 3 米的不锈钢垃圾回收箱，上面的 3 个
投放口分别对应着“厨余垃圾”“一般垃圾”“资源
垃圾”。

“经过半年多的引导，用餐人员基本养成了自
觉分类投放的习惯，不同种类的垃圾分开了，更方
便回收利用。”自治区党校规划与资产管理处调研
员白吉祥说。

自治区党校平均每天有一千多人就餐，仅产
生的厨余、尾菜就超过一千公斤。白吉祥告诉记
者，厨余和尾菜都是可以回收利用的，但原先两者
混在一起，不仅给下游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增加了
再次分选的成本，也浪费了尾菜，而分类后它们都
能物尽其用。

不仅是厨余和尾菜垃圾，自去年底自治区党
校正式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分别代表不同种
类垃圾的彩色垃圾桶，被摆放到不同公共区域，取
代了之前 6 个“混装”大铁皮箱。

“以前是垃圾就往里面倒，干的湿的全混在一
起，再加上清运不及时，一到夏天蝇虫乱飞，臭气熏
天，人都绕道走，哪像现在垃圾日产日清，垃圾桶都
是干干净净的。”白吉祥说，分类也带来了减量，现
在每天产生的一般垃圾量比之前减少了 65%。

垃圾混置是垃圾，垃圾分类是资源。自 2015
年被住建部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以来，银川市因地制宜，按照“能卖则卖、有害单
分、干湿分离”的原则，逐步建立了资源垃圾、餐厨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一般垃圾四类垃圾收集系
统，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和分类处理。

据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主
任王新宁介绍，银川市生活垃圾分类已经覆盖 3
个示范片区、140 个居民小区、78家区直机关单
位和银川市 60% 以上的机关单位、学校、医疗机

构，覆盖人口达 60 万。
银川市燕依园社区是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之一，所辖两个居民区常住人口超八千。小区内除
了摆放四类彩色垃圾桶之外，还安放了可分区投
放电池、温度计、化妆品、过期药品、纺织品等在内
的智能垃圾箱以及专门的废旧衣物回收箱。

记者在采访时碰到了几位下楼倒垃圾的居
民，他们都是自觉地将残羹剩饭倒进厨余垃圾桶，
把塑料袋丢进一般垃圾桶。

“目前整个社区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达到
90% ，其中厨余垃圾桶和废旧衣物回收箱的利用
率比较高。”燕依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周新华说。

“精打细算”，强化分类意识

对于银川这样一个财力有限的西北城市来
说，推广垃圾分类，需要讲究“性价比”。

王新宁说，每年投入上亿元用于垃圾分类工作
的城市不在少数，但银川市平均每年投入只有三五
百万元，一方面的确是财政受限，另一方面是没有
盲目建设新项目或把垃圾分类彻底推向市场。

“垃圾分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居民实现良
性互动，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绝不能为了短期效
果而把它变成一种单纯的市场交易行为，要重在
培养责任主体的分类意识。”他说。

银川市自 2015 年开始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模式以来，在强化宣传教育、加强立法保障、完
善分类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公共机构带
头，示范小区引领，以点带面”的工作机制。

王新宁说，本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工
作思路，银川市的垃圾分类工作率先在党政机关、
学校、医院等人员集中、易于管理的公共机构推
行。例如党校是培训党员干部的地方，在这一群体

中开展垃圾分类，并把相关知识培训作为干部
学习的必修课，有利于形成一个干部影响一个
部门的“扩散效应”。

社区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更
是难点。“一开始居民很排斥，觉得我们没事找
事，讲了也不理解，认为垃圾分类与自己无关，
参与积极性很低。”周新华说。

对此，银川市城管部门在做好入户宣传教育
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引导和激励措施，如定
时定点投放厨余垃圾，可兑换鸡蛋；发放专用二
维码，资源垃圾扫描称重，可积分兑换洗洁精等
日用品；推行“互联网+资源垃圾”回收方式，手机
一键下单上门取件，可直接卖钱……此外，为了
最大程度方便居民分类，垃圾桶的摆放也很“人
性化”，比如厨余垃圾桶大多放在居民楼下面。

在实现垃圾“干湿分离”的基础上，银川市
还鼓励居民利用尾菜厨余制作酵素，即水、红糖
和蔬菜叶瓜果皮按比例相加，就能产生一种能
够清新空气、清洁马桶、浇种花草的“环保液
体”，深受许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喜欢。

“变废为宝”，形成产业闭环

“前端细分类，末端一锅烩”，是垃圾分类中
经常出现的尴尬场面。垃圾分类最终是为了实
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因此“变废为
宝”是垃圾分类链条形成有效闭环的重要一环。

在位于银川市西夏区的尾菜厨余资源化利
用中心，记者看到一车车尾菜正通过传送带被
送入机器中，旁边有两名工人负责把混入其中
的少量塑料袋等垃圾挑选出来。包括党校在内
的 36家机关单位、学校、小区和农贸市场的尾
菜、厨余每天都送到这里。

据负责中心运营的北京金甲壳虫公司运营
总监许涛介绍，新鲜尾菜可做饲料，厨余垃圾可
做肥料，草帘秸秆等绿植垃圾可做生物质燃料，
中心现每日回收 40 吨左右垃圾，日均产出 6 . 5
吨产品。
事实上，早在 2005 年，银川市就引进了一

家企业专门负责机关单位、学校等公共机构以
及餐厅餐厨废弃物的集中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
利用。王新宁说，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政府又引
进了两家尾菜、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对全市冷链
物流、商超、菜篮子工程、早(夜)市、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产生的湿垃圾进行收集处置，企业每
减量、综合利用 1 吨，政府补贴 290 元。

“通过少量的补贴，推动尾菜、厨余垃圾市
场化收集处置，让各方能看到效果。”他说。

不过，尾菜、厨余垃圾生产的饲料、肥料目
前市场接受度还不高，银川市两家企业现在还
是通过无偿试用的方式，向银川市周边蔬菜温
棚户、酿酒葡萄种植企业、养殖场等推广产品。

“国家正在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我们相信随
着垃圾收集量的增加以及市场对产品认可度的
提高，尾菜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一定前景广
阔。”许涛说。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了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将在包括银川
市在内的全国 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此外，到 2020 年，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据了解，下一步银川市将进一步完善末端
处理设施建设，建立资源垃圾集散中心，引进资
源垃圾处理企业，负责银川市机关单位、示范小
区、学校等资源垃圾的收集和预处理。

▲民勤县南湖乡境内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农民在扎草方格压沙。 本报记者范培珅摄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