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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阴山南麓，鄂尔多斯高原之
北，横卧着一条长约400公里、宽5-65
公里的黄色“长龙”。它似弓弦，将滔
滔黄河拉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弯。

这是中国第七大、也是距北京最
近的沙漠——库布其沙漠，曾经寸草
不生，风沙肆虐，被称为“死亡之海”。

几十年来，库布其人一代接着一
代干，书写了一部荒漠化治理的英雄
史诗。

改革涌春潮 奋斗缚“黄龙”

改革开放，激发了库布其人

空前的治沙热情，淬炼出艰苦奋

斗、锲而不舍、改革创新的“库布

其精神”。它犹如一座丰碑，高高

地矗立在大地上。

“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点灯
台。行人出门不见路，庄稼牧场沙里
埋……”古老歌谣，唱出了库布其沙漠
的忧伤。

库布其沙漠横跨内蒙古自治区杭
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5个旗区，
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上
海市大小。

杭锦旗道图嘎查，是沙漠北缘的
小村庄，沙丘重重包围，房前屋后积沙
成堆，羊顺着沙堆上了房；沙漠腹地的
杭锦旗牧民去趟镇上，步行、骑骆驼，
要走两三天……

无边大漠里，一个个村庄、一个个
牧民点，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滚滚黄沙吞噬了农田草场，掩埋
庭院村庄，侵害着家园。

一些人背井离乡，有的村庄人口
出走大半。

保卫田园，保卫村庄，保卫母亲
河，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治沙战斗，
在库布其沙漠打响！

20世纪 50年代初，当地政府设立
第一批治沙站、国营林场，沿着沙漠边
缘营造锁边林。

没有车、没有路、没有水井……杭
锦旗什拉召治沙站的第一批治沙工人
陈宝荣，和20多名工友背着窝头、咸菜
和水，起早贪黑在沙漠里栽树。

10年后，18岁的贾尚付接过了继
父陈宝荣的铁锹，担起第二代治沙人
的使命。1985年，贾尚付的儿子贾文
义也走进什拉召治沙站。

一次，下起大雨，父子俩抢雨播树
籽，贾文义在前面牵马，贾尚付在后面
扶耧车，雨淋得眼睛睁不开，劳累困
乏，贾文义几次被马拽倒在沙地上。

艰苦奋斗，接力传递，久久为功，
什拉召治沙站播下5万亩绿林。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到库布其，
农田牧场分包到户。鄂尔多斯市在全国
较早推行“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
变、允许继承”的造林新政，广大农牧民、
企业承包沙地造林的热情被空前激发。

几十万农牧民拎起铁锹，扛着树
苗，背着水桶，挺进广袤沙海，打响了
一场治理沙漠的战争。

1978年，中国最大的生态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库布其沙漠成
为主战场。

高林树，达拉特旗官井村第一个
承包沙地造林的人。1986年，他以一
亩两毛钱的价格承包荒沙 800 亩，赶
着驴车走了 3天，用 3只羊从 80多公
里外换回一车沙柳苗条。

高林树带着 3个儿子吃住在沙漠
里，冒严寒，战酷暑，20多年摸爬滚打，
让5000亩荒沙披上了绿装。

贫穷的官井村人纷纷行动起来，
一茬种不活再种一茬，一块治完再治
一块，硬生生把沙漠腹地的 19万亩明
沙变成绿洲。

1997年，杭锦旗决定修建一条穿
沙公路，吹响了治理库布其沙漠阵地
战的号角。

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到八九岁
的小学生，数万人组成治沙大军，筑路
基、挖树坑、栽苗条；号子声、马达声、铡
苗条声，工地上人山人海，驼马嘶鸣。

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人们头
顶烈日，脚踩五六十摄氏度的热沙。
20多人一口锅，铁锹当铲，沙坑作灶，
大风吹来，沙子卷进锅里，饭半生半
熟、半饭半沙，人们笑称为“沙拌饭”。

“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
牙，帐篷睡听大风吼，早晨起来脸盖
沙。”人们回想起当年大会战的场景，
依然心绪难平，激动不已。

修路缺钱，全旗干部群众和企业
纷纷解囊，群众十元几十元，干部几十
元数百元，共捐款400多万元。

亿利集团的前身杭锦旗盐场位于库
布其沙漠南缘，是旗里唯一的工业企业，
距最近的火车站不到70公里，却被大漠
挡道，外运产品需绕路350公里，每吨盐
的运输成本增加几十元，连年亏损。

为了生存和发展，盐场职工全员
参与修路植树，出工出资，担重担、冲
在前。

历时 3年，全旗 10余万干部群众

组织7次万人大会战，打通第一条纵贯
南北、长达115公里的穿沙公路。

公路在延伸，绿色在铺展，大漠深
处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路打通了，困难踩在脚下。库布其
人从此突破了心灵羁绊，树立起敢想敢
干、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定信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沙漠治理
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局面，取得新成效。

向远沙大沙“硬骨头”挺进，向绿
色高质高效转变，把生态治理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政策千钧力 群众勇探索

党和政府主导，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库布其探索出政府政策

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群众市

场化参与、科技持续性支撑的库

布其治沙模式。

人类与荒漠化的斗争，注定是一
场持久战。

传统方式治沙，规模小、力量散、
见效慢，库布其沙漠治理曾一度陷入

“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
化”的怪圈。

1998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天保
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
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库布其沙漠治理
进入点面结合、遍地开花的新时期。

近 20年，国家在杭锦旗投入生态
建设资金 15亿元，占总投入 80%；在
达拉特旗投入生态建设资金超过13亿
元，占总投入70%以上，全面改善了当
地生态面貌。

在达拉特旗，有8条流经库布其沙
漠的季节性河槽，当地俗称“孔兑”。
每年夏秋季，雨水裹挟着上亿吨的泥
沙涌入黄河。

第二大孔兑罕台川流域，运用世
行贷款、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
工程资金，20多年持续治理，裸露的地
表披上绿装。其他孔兑也像罕台川一
样，植被恢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奠定了治沙工程的坚实基础，坚定了
人们治沙的信心。

达拉特旗农民李布和弟兄3人，早
年因沙害远走他乡。新世纪初，当地
政府出台治沙扶持政策，事业有成的
三兄弟又回到了阔别 10多年的家乡，
投资 4 亿多元，在银肯塔拉承包沙地
10万亩，治沙发展生态旅游。

三兄弟一度被乡亲们称为“傻
子”，李布和却信心十足：“政府给我们
投了六七千万元，有了这个垫底，我坚
信一定能成功。”

今天，4万多亩沙漠完成了治理，
银肯塔拉生态景区远近闻名，年接待
游客20多万人次。

掏钱买活树、以补代造、以奖代
投、招拍挂沙地经营权……鄂尔多斯
市出台的一系列生态政策，吸引了大
批企业和群众参与，如今库布其沙漠
的治理规模1年胜过初期10年。

1988 年 5月，王文彪走马上任杭
锦旗盐场场长，当乘坐的吉普车走到
盐场附近时，却陷在了沙窝子里，前去
欢迎的队伍变成了“抬车队”。

沙害深深刺痛了王文彪的心。他
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治沙林
工队，从每吨盐的销售收入中提取5元
钱治沙。

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文彪，30年倾
心治沙。身为董事长，他带领亿利集团
与当地政府、农牧民携手，把大片沙漠变
成了绿洲，成为库布其企业治沙的“领头
羊”，本人也荣获联合国“全球治沙领导
者奖”和“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

东达、嘉烨、绿远、西蒙等一大批
企业也纷纷投身治沙事业，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线。
从盲目治沙到科学治沙，从分散

治理到统一规划，从土法造林到工程
化作业、产业化治沙，库布其人找到一
条治理沙漠的科学之路。

在沙漠南缘干旱区，飞播灌木密
植造林；北缘，依托有水的立地条件种
植乔木锁边林；中部依托穿沙公路、孔
兑，营造护路林、护堤林；腹地的丘间
低地和地下水位较浅的区域，建设绿
岛、绿洲。

群众在治沙中展现出无穷的创造
力。亿利集团等企业总结发明了容器
苗、大坑深栽、迎风坡造林、甘草平移
种植、水气种植法等治沙“黑科技”。

水气种植法——一米多长的水枪
竖插进沙里，水流冲孔、插苗、浇水、回
填一次完成。

甘草平移种植法——用机械化作
业，变甘草竖植为横植。相比传统的
竖植技术，单株甘草固沙面积可达1平
方米，提高了10倍，还减少了采挖对沙
地植被的扰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程化、产业化
治沙成为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新潮流。

近年来，伊泰集团以整体规划、划
片招标、统一施工、机械化作业的方式
治沙，营造碳汇林 56万亩。最多的一
次，5000 多人同时作业，一年共造林
18万亩。

政府主导、群众主战、企业主体，全
社会参与汇聚起治理沙漠的磅礴力量。

沙窝变“金窝”绿富同兴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治

沙、扶贫、产业发展，库布其人走出

一条三轮联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构筑起初具规模的生态经济体系，

昭示着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

几场雨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
锦旗图古日格嘎查草天相接，碧空如
洗，呈现出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

“草多树多，日子才更好过。”乌日更
达赖对生态改善后的新生活，十分惬意。

曾经饱尝沙害之苦，这位 51岁的
“生态卫士”，20多年披星戴月，顶风冒
雨，忍饥渴战病痛。

有一年除夕，他到外地拉苗条，回
家的路上拖拉机坏了。前不靠村，后
不着店，他又渴又饿，咕咚咕咚地喝拖
拉机水箱里的水，等回到家时已是深
夜10点多。

艰辛的付出终获回报，8万亩沙地
披上绿装，养畜加上禁牧、公益林等政
策补贴，一年收入20多万元。

生态改善，早年离开家乡的农牧
民，纷纷举家回迁。

1992年，道图嘎查七社的王连斌
流着辛酸的泪水，背井离乡。2014年，
他和老伴喜气洋洋，返回了魂牵梦绕
的家乡，住进政府助建的 3间新瓦房。
村舍林木环绕，绿意盎然，王连斌一家
人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生态兴，百业兴。祖祖辈辈为沙
所困、因沙致贫的库布其人，大步走上
脱贫致富的小康路。

达拉特旗官井村是有名的“穷沙窝
子”，每个村民都吃过草籽面窝头。如
今，沙地变成了良田。去年以来，两家
企业看中这里的发展前景，投资2亿多
元，养殖奶牛 5000多头。2013年，村
民们组建林业专业合作社，统一生产、
销售沙柳苗条，去年收入 120多万元，
全村人均收入1.2万元，成了小康村。

2012年以来，杭锦旗有近3万人口
脱贫，全旗农牧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
不到 3000元，增长到 2017年的 1.6万
元。2018年7月，一举摘掉贫困县帽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人从单
纯的生态建设，向生态建设、生态经济

发展并举转型，不断探索“点沙成金”、
绿富同兴的奥秘。

库布其沙漠东北边缘的风水梁，曾
是起伏的沙海，53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
一户人家。2005年，东达集团在这里
推沙丘，打深井，栽树木，建工厂。如
今，绿树萦绕，成为“生态小镇”。

用沙柳等枝干生产人造板，下脚
料种食用菌；用柠条等灌木枝叶生产
饲料，养殖獭兔；用獭兔屠宰下脚料饲
养狐狸、貂，下游发展起肉食、皮草加
工项目。目前，风水梁进驻企业 30余
家，直接吸纳 1000 多名农牧民就业，
带动3000多养殖户。

治沙，用沙，把沙地变宝地。
61岁的白音道尔计是杭锦旗沙日

召嘎查的牧民，他家种植了 7000亩甘
草，每隔 5年采挖一次，每次能收入四
五十万元。“现在的生活真是没得说。”
白音道尔计说。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了黄
沙，兴了产业，富了百姓，库布其人在
茫茫沙海里书写着绿富同兴的故事。

人沙和谐奏新曲
“中国智慧”成典范

从为沙所困到艰苦治沙，再

到富美田园，库布其铺展出一幅

绿富同兴、人沙和谐的美好画卷，

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

挺拔的杨树，苍翠的松树，粗壮的
沙枣，郁郁葱葱的草木随风起伏，绿涛
般涌向沙海深处。生态治理区内沃野
千里，阡陌纵横，鸟语花香，绿洲与沙
海交相辉映，农舍与城镇珠璧交错。

库布其沙漠治理创造了人间奇
迹，治理面积达 6460 平方公里，绿化
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

沙漠过去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
十米，输入泥沙 1.6 亿吨。如今，输入
的泥沙减少八成。沙尘天气从每年几
十次减少到零星数次，降雨量呈逐年
增多之势。许多绝迹多年的动植物，
又出现在库布其沙漠。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的生态理念在库布其人心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000年，鄂尔多斯市在全国率先
推行禁牧、休牧、轮牧和以草定畜政
策，彻底解决边治理边破坏的困扰。

达拉特白土梁林场，职工们种了
30余年共4000多亩“工资田”，从今秋
起将全部退耕还林。“中央重视生态建
设，林业迎来了新的春天。”白土梁林
场的老场长赵永强说。

库布其人在沙漠资源利用上大做
文章。

昔日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如今
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旅游热点。响
沙湾、七星湖、恩格贝、银肯塔拉……
一个个旅游景区在沙漠中崛起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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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治理也成为中国的
一张绿色名片。

2017年 9月 6日，主题为“携手防
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的《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在鄂尔多斯市召开。库布其防沙治沙
的成功实践，被写入 190 多个国家代
表共同起草的《鄂尔多斯宣言》，并认
为“值得世界借鉴”。

“库布其沙漠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
和实践，将为世界上其他面临荒漠化问
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去年6月，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对库布其沙漠治理考察后
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6日电）

绿富同兴画卷在沙海中铺展
——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纪实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赵帅杰

“滴——滴——滴”“敬礼”，伴随
清脆的喇叭声和嘹亮的口令声，8月
1日，最后一批约 500公斤西瓜被送
到开封军分区“最可爱的人”手中。
共青团开封市委组织“八一”慰问军
队，共叙鱼水情的这般生动场景，当
如革命烈士刘天章所愿。

刘天章是开封市党团组织的创建
者之一。1924年秋，他受上级党组织
委派，到开封国民二军陆军训练处学
兵营工作。在学兵营，刘天章建立起
党团组织，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党团
员近百名，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
军事人才。1925年夏，中共豫陕区委
成立，他和书记王若飞等同志继续领
导河南的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军
运工作，在开封留下深刻的印迹。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转眼90余
年一晃而过，英烈精神已成为推动开
封崛起、古都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不
忘初心跟党走”主题活动、“八方援”脱
贫攻坚青春榜样、“绿风尚·争做环保先
锋”……共青团开封市委用“微公益”
书写起服务社会民生的“大文章”。

近年来，开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
面进步，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始终高于全
省、全国平均水平，连续四年在全省市
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中被评
为“先进省辖市”；改革开放成效显著，

“二十二证合一”、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等
“放管服”改革走在了全省、全国前列；城
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如今的开封已“开封”，正沿着
“中原现代服务业之都、生态宜居魅
力古都、郑汴港核心重要支点”的道
路砥砺前行。③4

刘天章，字云汉，1893年 12月出
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高陵
区）。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0年 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
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
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
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
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参加李大
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1921年 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1年 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
李子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创
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
共进社。1922 年冬天，刘天章加入
了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
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1924年 6月，
刘天章从北大毕业后，协助李大钊在
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李
大钊支持下，刘天章到当时倾向革命
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毅部所在地河
南开封创办学生军，并在学兵队里建
立了党团组织，任书记。1925年秋，
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
委员，与书记王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
地区的党团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
《国民日报》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
同年 7月 8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

押。在狱中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他
担任支部书记。1929年夏，在蒋、冯
分裂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获释出狱。
出狱不久，刘天章被派往中共顺直省
委宣传部工作，任省委委员，公开身
份是《天津商报》总编辑。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被捕。
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但一直未暴露自
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密，是年 9月
被释放。同年10月，刘天章受中共北
方局派遣前往山西，参与领导恢复和
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他先后
担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山西省委书
记、组织部长等职。经过艰苦努力，山
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
时，他还先后在吕梁地区建立了两支
红军游击队。1931年 3月，在离石县
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
击队。1931年 7月 4日，刘天章参与
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党高桂滋部
2000余人的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红
军第二十四军，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
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 10月 21日，刘天章等因
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酷
刑拷打，但刘天章始终坚贞不屈。

1931年 11月 13日下午，刘天章
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 38岁。他的
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赫
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火链盘腰
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
换光明。”（据新华社西安8月6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近
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
发了《关于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
题 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的工作方
案》，组织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
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
问题，针对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失信
突出问题，集中开展19项专项治理。

中央文明委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设，深入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发挥中央文明委统
筹协调作用，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加
强征信体系建设，加强集中专项治
理，严肃查处失信行为，构建信用联
合奖惩联动机制。

这次集中治理行动，包括电信网
络诈骗专项治理，互联网虚假信息、造

谣传谣专项治理，涉金融领域失信问
题专项治理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
治，生态环境保护失信行为专项治理，
扶贫脱贫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无证行
医、非法医疗问题专项治理，假药问题
专项治理，拖欠工资问题专项治理，“不
合理低价游”专项治理，逃税骗税和“假
发票”问题专项治理，法院判决不执行
问题专项治理，交通运输失信问题专
项治理，论文造假、考试作弊专项治理，
骗取保险问题专项治理，非法社会组
织专项治理，慈善捐助失信问题专项
治理，营业性演出市场虚假宣传及炒
票问题专项治理，“假彩票”问题专项治
理，假球黑哨、使用兴奋剂问题专项治
理等19项治理工作。

中央文明委提出，要构建信用联
合奖惩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信用红黑名
单和公共信用评价制度，发挥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
力，鼓励失信主体加快整改修复信用，
引导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中央文明委组织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集中治理

引导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刘天章：火链盘腰烧 凛然贯长虹

英烈精神传 汴地已“开封”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经过几代库布其人的艰苦奋斗和科学创新，库布其沙漠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治理面积达6460平方公

里，绿化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图为内蒙古杭锦旗位于库布其沙漠中的生态修复景观。 新华社发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永璐 魏国剑）8月5日晚，印尼龙目岛
发生里氏 7.0级强震，截至 6日下午，
遇难人数上升至 98人，受伤 239人。
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6日消息，40余
名中国游客被困在龙目岛西北部热门
旅游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联系
上大部分被困中国游客，大家均安全。

记者从省旅游局了解到，地震发
生后，省旅游局通知全省出境旅行社
尽快了解情况。据了解，河南籍游客
大多集中在巴厘岛游玩，与龙目岛相
距 100多公里，基本上没有受到强震
的影响。目前，我省在印尼有 24个
旅游团，共计697名游客全部安全。

携程旅行、驴妈妈旅游网、马蜂窝
旅游网、飞猪旅行等均第一时间启动了

应急预案。据携程旅行工作人员董亚
飞介绍，地震发生时，携程有4名从上
海出发的自由行游客在龙目岛上,其中
2名已经从龙目岛去往下一行程目的
地，2名仍在岛上，均已确认平安。截至
6日上午，经过驴妈妈旅游网多渠道排
查、联系，驴妈妈平台在龙目岛、巴厘岛
等地的游客安全，并未发现有河南游客
被困的情况。据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
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1953名游客
在龙目岛旅行，截至目前，暂未收到河
南游客在此次地震中受到影响的消息。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提醒
正在龙目岛和吉利岛等地的中国游
客，随时关注官方发布最新地震提示
和海啸预警，尽量远离近海区域，了
解和掌握相关紧急自救知识。③4

印尼龙目岛强震至少98人死亡

697名河南游客全部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