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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中从未荒凉的人生

望周刊社
!

孙英兰

导语$沙漠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魂#他们事业的根都

扎在了沙漠里$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让他们坚守在这

片大漠的深处#书写着沙漠人生#无怨无悔$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向绿洲过渡带的荒

漠中!几株干枯的胡杨兀傲地伫立着!一座 $无字碑%在

阳光的照射下悄然矗立#前往中国科学院最边远的野外台

站采访调研途中的这一场景!引得记者驻足# $这是我们

为了纪念在防沙治沙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人们而立的#虽然

碑上无字!但老百姓心中有数哇#%一同前往的陈宝军不

无感慨地说#

现任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政协副主席&林业局局长的

陈宝军已在这里工作了
#$

个年头#他告诉 +望,新闻

周刊记者!策勒历史上曾是著名的 $丝绸之路%南道上的

重镇#在新疆的版图上!策勒县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一处向沙漠腹地凸进的区域!这是一个备受风沙危

害&土地沙漠化十分严重的地区#漫漫黄沙在强劲的西北

风肆虐下随风流动!吞噬着沿途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的痕

迹和绿色的生命#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与风沙较量的策

勒县城节节败退!这里的人们曾
)

次迁移!向南&向昆仑

山方向后撤县城城址#

据陈宝军介绍!

#$

世纪
'$

年代初!流沙再次逼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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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县城边缘仅
!,*

公里处!可谓 $沙临城下%#$在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

支持下!中科院沙漠所的科研人员与我们一道抵御风沙#可喜的是!经过

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守住了绿洲!阻止了县城的再次搬迁!否则再搬就

得上昆仑山了#%陈宝军不无调侃地说#

风沙最前沿的研究站

策勒县距北京
&$$$

多公里!距新疆乌鲁木齐市
!&$$

多公里!人口不

足
!*

万!是国务院审定的新疆
#*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最贫困县之一#

策勒县所在的和田地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昆仑山夹击之中!绿洲

面积狭小分散!春旱&夏洪&盐碱&风沙时时侵袭!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策勒县境更是地形复杂"南有昆仑山和青藏高原横卧!暖湿空气不易流入'

北部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天山的阻隔!水汽来源很少!形成了极度干旱

的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沙漠气候#当地的气象资料显示!策勒县年均沙尘

暴
#$

天&扬沙
%$

天!浮尘天气超过
#$$

天'年平均降水只有
)*,!

毫米!

年蒸发量却高达到
#*%*,)

毫米!是降水量的
-$

余倍#在这片脆弱的绿洲

上!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沙土气息#

$策勒人民苦!一天要吃半斤土!白天没吃够!夜晚再来补%!这是当

地人民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

年代初!策勒绿洲的沙漠化情况更加严

重!沙漠不断蚕食着绿洲!步步紧逼的流沙已吞噬了
&$$

多户人家的家园

和耕地!风沙前沿沙林距县城仅有
!,*

公里#危难之际!自治区政府决定

由当时的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1现为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简称 $中科院生地所%2&和田地区科委和策勒县共同建立一个沙漠

研究站!目的就是防沙治沙!阻止流沙逼近县城#

$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把站址选在了距县城
'

公里处的风沙最前沿#

那时候!身处沙漠当中!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沙漠!大风起处!黄沙

铺天盖地#%站在试验观测场的沙丘上!望着远处掩映在绿色中的工作区!

望着通往站区道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策勒沙漠研究站 1下称 $策勒

站%2副站长曾凡江研究员感慨万千#

策勒站是
!%')

年建立的!建站初期的条件非常艰苦!因为没经费搞基

建!研究人员住在县城!每日早出晚归!坚持在风沙前沿监测风沙流运动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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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定种植的防护林效益!中午就在沙漠里啃干馕就凉水#频繁的沙尘暴

常使人畜迷失方向!持续的浮尘&昏暗的天空&弥漫的黄沙不仅有害人们

的健康!也常使人心情压抑#在这个距中科院生地所公路里程
#$$$

公里之

遥的监测站中!

#&

小时不能间断的监测&枯燥的试验&实验&高强度超负

荷的工作!无不考验着科研人员的意志!但策勒站没有一个人因此退缩#

在策勒站的试验观测场!本刊记者看到科技人员正在对几十个种植箱

里的梭梭&柽柳&沙拐枣等植物的生长情况逐一进行观察记录#曾凡江告

诉记者!这些都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适合沙漠地区生长的植物!但也要

了解研究它们的生长空间&所需水分养分等等!$像这样每天观察和记录实

验结果要持续三年!雷打不动%#远处!科技人员正在进行着林枣间种&肉

苁蓉栽种等实验#曾凡江说"$单纯的治沙行为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

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索出一条良性治沙的路子来#%

结合策勒县的实际情况!策勒站科研人员探索采用生物防沙和工程防

沙相结合的技术途径!建立起策勒绿洲外围的综合防沙体系!进而建立起

$沙漠*绿洲%过渡带综合防护体系!并在过渡带建立了 $粮&棉&果&

桑&草%立体农业#经过近
!$

年的治理!不仅使策勒流沙前沿后退十余

里!基本解除了流沙对县城的威胁!还保护了风沙线前沿
)'

个自然村的农

业生产#

!%%!

年!他们在近万亩试验示范区中!使小麦单产提高
"*(

!棉

花单产提高
&',&(

'在
-$

亩小区试验中!小麦&玉米两季亩产超过
!$$$

公斤!首次在风沙地上实现 $吨粮田%#

!%%'

"

#$$!

年!策勒站承担的 +策勒县棉花优质高产综合应用技术试

验示范研究,暨中科院 $九五%特别支持项目 +新疆棉花可持续优质高产

综合技术集成示范工程,取得成功!实现了棉花种植技术上的重大突

破***在治理&收复和新开垦的荒化流沙地上!棉花连续
)

年取得世界最

高单产!并突破亩产皮棉
#*$

公斤大关#$这一成果被评为
#$$!

年度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曾凡江黝黑的脸上充满自豪#

热瓦克村是距策勒站比较近的自然村#$热瓦克%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皇

帝居住的地方!但住在这里的村民却被风沙逼得几次搬家#当地维吾尔族

村民贾帕尔 1音译2对此记忆犹新!年近半百的他已在这里生活了
))

年#

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这里风沙很大!没法生活!搬了几次家#$有了治沙

站!风沙治住了!我们搬回来了!这座大房子就是前几年盖的#%在贾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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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漂亮的大房子里!满面笑容的他告诉记者!在治沙站的指导下!他和老

伴在改良后的流沙地上种植了
!$

亩核桃和
!$

亩红枣还有石榴!仅核桃一

年的收入就有一万多元!全年收入已达
#*$$$

元左右!现在的生活非常

$亚克西%#问他为啥不去市里儿子家享福!他笑着说"$还要为治沙站做些

事情呢#%如今的热瓦克村!流沙地已变成大片的林地和果园!村民已通过

种植核桃&红枣&石榴等实现了脱贫致富#

让策勒站科研人员欣慰的是!许多村民都和贾帕尔一样!成了治沙站

的热心志愿者#策勒站的工作也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充分肯定#

!%%*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首次评选出
'

项 $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

化控制成功业绩奖%!其中!中国有两项 1+策勒县流沙治理试验研究,和

+盐碱地沙地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红柳造林技术,2!全部产生在策勒站#这

是全球范围迄今为止该领域最高级别的奖励#

畅通 $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

!%*$

年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库尔勒附近发现了石油!

!%'$

年代

末&

!%%$

年代又相继发现了更大的油矿#如何解决石油勘探开发的道路运

输问题&如何把已开采的油田 $串%起来!形成一条石油勘探开发的交通

动脉. 经过多方论证!修筑一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成为首选#

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世界第二

大沙漠!也是世界最大的流动性沙漠#整个沙漠东西长约
!$$$

公里!南北

宽约
&$$

公里!面积达
))

万平方公里#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的意思是

$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被西方探险家称为 $死亡之海%#要在这片广袤的

大漠上修筑公路!施工之难!无异于垒沙成塔!仅仅是线路勘探的经历就

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那是春天!本来就是风沙季节!在大漠里更是时时与风沙相伴#每天

还要采样!一天下来!除了牙齿是白的!就是一个 (土人)!大家戏称是陕

西兵马俑#我们在渺无人烟的大漠中徒步走了
!#

天!那种只听得见风响和

自己喘息声的感觉此生难忘#%

!%%$

年
)

月
#'

日!一支由
)!

名科技人员&

保障人员组成的沙漠公路实地踏勘选线队伍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博士

毕业的雷加强作为科技队伍中的生力军参与其中!他们的任务是对塔中到

创新年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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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之间的沙漠情况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落实沙漠公路的具体走向#

!%%*

年!全长
*"#

公里的沙漠公路建成通车!它不仅贯通了多个塔克

拉玛干沙漠中的油田!成为油田的生命线!更像一座架设在天山与昆仑山

之间的长桥!沟通着南疆与北疆的广袤土地#穿行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的沙

漠公路上!远处的沙丘高低起伏!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有过徒

步穿越沙漠的经历!使雷加强对沙漠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望着车窗

外一直向大漠深处延伸的公路和公路两旁绿色的防护林!已是中科院新疆

生地所副所长的雷加强感慨万千"$有了这条路!不仅解决了油田的交通运

输问题!更使乌鲁木齐到和田的路程缩短了
*$$

公里!大大促进了南疆地

区的社会发展#%

但曾经吞没了丝绸之路上一个个文明的塔克拉玛干风沙又怎会轻易退

却. 从北边的轮南县到南边的民丰县!纵贯南北&全长
*"#

公里的沙漠公

路共有
&)"

公里处在流沙的包围中!如何确保建成的公路不被流沙侵蚀甚

至掩埋. 能否为沙漠公路建一道绿色屏障.

$在这个年降水量只有
!$

毫米!而年蒸发量达到
)'$"

毫米的大漠里!种

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这是塔里木油田党工委原副书记马振武发

出的感慨#他说!为了绿化这条沙漠公路!科学家们付出得实在太多太多#

事实上!沙漠公路修建的同时!科技人员就已经考虑到流动沙丘对路

面路基的损害侵蚀!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宽
-$

"

)$$

米的机械防沙体系!

用芦苇栅栏和草方格固定公路两侧的流沙#现在!在沙漠公路的许多路段

还能看到这些被风沙侵蚀殆尽的草方格#

$机械防沙修建和维护的成本比较高!一般寿命为
)

"

*

年!使用年限

比较短!我们一直在寻求建立更科学的防沙工程#%与雷加强的经历相似!

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新疆的徐新文已与沙漠打了
#$

多年的交道#$为了这
&$$

多公里道路的生态防护林建设!我们团队整整作了十多年科研#%作为中科

院新疆生地所荒漠环境研究室主任&塔克拉玛干沙漠研究站站长!徐新文

曾用自己的双脚在连续穿越沙漠
&)"

公里的公路上 $丈量%!$每段路都有

忘不掉的故事啊-%

从 $八五%时起!雷加强&徐新文带领的治沙科研团队先后在肖塘&

塔中油田基地开展防沙绿化先导试验的科技攻关!成功地寻找到利用沙漠

中高矿化度地下水 1苦咸水2进行造林绿化的途径!并筛选出一批适应沙

文章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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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环境的造林树种#

!%%%

年在沙漠腹地建成了
",)

公里的生物防沙试验工

程!

#$$!

年又建成了
)$,'

公里的防护林生态示范工程#经过十多年的科研

攻关!创造性地形成了沙漠公路防沙和绿色走廊建设的技术体系!为最终

实现沙漠公路的全线绿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

年
"

月!$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获国家正式立项并开工建

设#科技人员依据工程区公路沿线的自然条件及公路走向!将防护林生态

工程沿线划分为
"

个立地类型区&

#!

个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林带布局建

设防护林地体系#经过
#

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全长
&)"

公里&总体宽

度
-#

"

-'

米&种植各类苗木近
#$$$

万株&总面积为
)!#'

公顷的绿化带建

设#并在公路沿线每隔
&

公里打一眼水源井!抽取沙漠地下
)

"

!*

克0升的

咸水利用滴灌的方式为植物供水!全线共打水井
!!&

眼#

#$$"

年
!$

月!该

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同年! $第一条人工绿色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

漠%被评为
#$$"

年度中国科技进展十大新闻!$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

态工程建设技术开发与应用%被评为 $中国十大环境友好工程%#

激活 $生命禁区%的科学家之魂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在沙漠公路一侧矗立着的这
!&

个醒目大字让每个走进塔克拉玛干的人都为之精神一振!这也是置身于大

漠中的科研人员激励自己&征服沙海的真实写照#

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塔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研究站!本刊

记者看到!当年为了研究培育适合沙漠生长的苗木而平整的
)$$

亩沙地!

俨然成了沙漠中的植物园#园里生长着红柳&梭梭和沙拐枣等
#$$

多种引

进筛选出来的适宜荒漠生态的植物!绿意盎然#这些植物抗寒旱&抗盐碱&

耐高温&耐风蚀沙埋!虽不艳丽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些植物成为

沙漠公路的忠实守护者#

回忆起当年公路防护林生态建设时的情景!雷加强和徐新文都会心地

笑了#$最要命的还是风沙#%徐新文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住在地窝子里!

起风时!沙子嗖嗖地从地面往里漏!早上起来时发现!无论是枕头还是身

上!到处都落满黄沙- 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要在米饭里加水搅和!把沙

子沉到碗底!吃上面的米粒!有时遇到特大沙尘暴天气!根本无法生火做

饭#至于饮水!徐新文自己很少喝!$水都是从几百公里外运到工地的#在

创新年轮
!

攀登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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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漠里待久了!我们都跟骆驼一样了%#

为了公路防护林带建设!科研人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最让他们自豪

的是创造了 $就地利用高矿化度地下水 1苦咸水2灌溉造林技术模式%!提

出了 $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技术方案!开创了世界防沙

治沙的先例#一项生态工程!激活了一片沙漠!曾经的 $生命禁区%!出现

了人工绿洲#$但是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的维护费用还是很高的!为了降低

维护成本!我们目前正在试验人工肉苁蓉的种植技术!以实现防护林生态

工程自身良性循环发展#%徐新文解释道#

有 $沙漠之宝%之称的肉苁蓉属多年生寄生草木!从
#$$&

年起!科研

人员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成功地将荒漠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接种到寄主

梭梭&柽柳的根部!并利用沙漠地下的苦咸水浇灌成活!鲜肉苁蓉亩产稳

定在
!*$

公斤左右#目前!总面积
)$$$

多亩的肉苁蓉种植试验示范和种源

基地已在塔中建成#

在许多人看来!在沙漠中植树造林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中国的科学家

硬是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不仅在沙漠修建了公路!而且在公路两侧建成

了世界最长的人工 $绿色长廊%'不仅从根本上抑制了风沙对公路的危害!

保障了沙漠公路的畅通!而且向沙漠 $要%绿洲&$要%效益#

$不轻易出沙漠!出了沙漠也不轻易进城#%在塔里木采访的几天中!

本刊记者不时听到科技人员如此说!就连他们的 $梦想%都与沙漠有关#

$我想!以后退休了!成立一个沙漠俱乐部!让百姓享受沙漠#我们科研人

员不光要做沙漠的基础研究&沙漠成果的推广应用!还应该让人们了解沙

漠!保护沙漠!欣赏并享受沙漠带给我们的奇幻景观#%已经与沙漠 $相

伴%了
)$

年的雷加强告诉本刊记者!$沙漠有疯狂肆虐的一面!也有温顺

柔美的一面#人类应该懂得欣赏沙漠&欣赏大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

徐新文也有自己的梦想!$塔克拉玛干的沙是黄色的!撒哈拉的沙子是

金色的!我这辈子花了
#$

年时间做好了塔克拉玛干的工作#下一个
#$

年!

我希望到撒哈拉去!给非洲做一点工作#%徐新文笑着告诉记者!若不是利

比亚战争!他这会儿或许正在撒哈拉沙漠考察呢#据说!北非各国有意修

建一条纵贯西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高速公路!曾向中国科学家发出邀请#

的确!沙漠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魂儿!他们事业的根都扎在了沙漠里#

是这份难以割舍的情怀!让他们坚守在这片大漠的深处!书写着沙漠人生!

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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