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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3 日，天
宫二号航天员景海鹏通过视
频朗读了一封信。听到身处
太空的景海鹏叔叔读出“中
宁县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
春蕾女童合唱团”这几个字
时，13 岁的小姑娘柯原激动
地“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们梦想有一天，太空
邮局能把我们的歌儿送上太
空，那样，我们就可以对着地
球上所有的人唱歌儿！……”

时至今日，柯原仍然可
以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下信
的内容。

正如自己的信有幸被
“几十万里挑一”选中一样，
柯原觉得，自己也足够幸运，
能够搬出大山、坐进宽敞明
亮的教室、跟着专业的教授
学音乐……

改变，从四年前开始。
2012 年，包括柯原一家

在内的海原县 1665 户家庭，
从深山集中搬迁到中宁县宽
口井生态移民村。路程很远，
大巴车足足开了四五个小时。

从触目千沟万壑的黄土
地到满眼红艳艳的枸杞园，
从曲折的山间小路到平坦的
水泥马路，从几间破败的校
舍到红墙蓝瓦的宽敞校园，
这些变化令人欣喜。

“以前在老家是把雨水、雪水都收集进水窖里，然
后用绳子勾住桶把水打出来，烧水、做饭、饮羊都靠
它。”柯原说，现在自来水接进了屋里，干净又方便。

干旱缺水，是根植于黄土高原世代人内心的共
同记忆，就如同深深嵌在大地上的一眼眼苦水窖。

深山里的农业也是广种薄收。柯原的爷爷柯具
山告诉记者，老家有好几十亩地，一直种小麦和胡
麻，雨水好的年份每亩地能打 100 多斤小麦，很多时
候只有二三十斤。

宁夏“西海固”，位于黄土高原的干旱地区，年降水
量平均 300 毫米至 600 毫米，年蒸发量却在 1000 毫米
至 2400 毫米之间，生态环境极为脆弱，1972 年被联合
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为了破除“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自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宁夏在西海固地区先后实施了
一系列移民工程，已累计搬出近百万贫困人口。

搬到宽口井后，每户移民家庭都分到了水浇地
和养殖棚圈。他们把土地流转给枸杞种植企业，年轻
壮劳力外出务工，妇女一般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
农忙时在附近地里打零工，每天能挣到 100 元左右。

然而，生态移民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改善基
本的生存环境，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落实到孩
子身上，就是更好的教育。

“几年前，当一个女学生说要辍学回家结婚时，
我震惊了。”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校长万占文说，
如果家长、学生们的思想不转变，建再漂亮的学校又
有什么用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经济欠发达、重男轻
女等原因，山区女孩十五六岁就嫁人的现象比较普
遍。柯原的妈妈、大姐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现状，万占文并不急着抓成绩，而是从
“养成教育”抓起，让这些孩子逐渐培养起学习、生活
方面良好的习惯，并通过组建足球、剪纸、绘画、音乐
等兴趣小组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爱好。

或许是因为家乡有着唱“花儿”的传统，柯原从
小就爱唱歌，也很有音乐天赋，经常对着大山唱，对
着牛羊唱。

只是，山很大，声很小，梦很远。

柯原告诉记者，搬家前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
是外婆家，那里也是一片大山。

2015 年 7 月，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春蕾女童
合唱团正式成立。有了专业的声乐训练，唱歌有了钢
琴伴奏，柯原的音乐梦想被点燃。

“我一直都在关注山区回族女童这个群体，所以
当校长找到我说想要成立合唱团时，我没有犹豫就
答应了，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扶贫、更能够扶志。”就
这样，今年已经 64 岁的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教授刘阳生，开始了每周一次往返银川和中宁的义
务教学之路。

女孩们不知道，刘教授其实是有雄心的。中国国
际合唱节每次都会资助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合唱
团。“我想帮这群有梦的孩子登上更大的舞台，让全
国甚至全世界人都看到，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有这
样一群爱唱歌、有梦想的女孩。”

千难万难，不负众望。2016 年 7 月，由 40 名回
族女孩组成的“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春蕾女童合
唱团”带着一曲《家乡的枸杞熟了》，登上了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合唱节的舞台。

“当看到介绍这些孩子家庭状况、生活背景的宣
传片时，人民大会堂台下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刘
阳生说。

那次是柯原和同学们第一次去北京，演出结束
后他们还一起去了天安门、长城。“北京，比我想象中
更大，更美。”柯原说，她以后想考清华大学，想继续
学习音乐，想当节目主持人……

万占文感慨地说，四年来，学校的高中升学率逐
渐上升，学生也变活泼了，爱说爱笑了。更重要的是，
无论男孩女孩，学生们的眼界宽了，志气大了。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实施包括移民搬迁
安置在内的扶贫攻坚计划。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有易地扶贫搬迁需求的约 1000 万人，主要分布
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荒漠化地区，其中，西
北荒漠化地区、高寒山区约 300 万人。

被称为大西北之魂的民歌“花儿”，还有另外一层
寓意——— 少年。“花儿”的歌声，是少年的梦想和远方。

“我是唱花儿的花儿呦，我的花儿唱绿辽阔的黄
土大高原，再苦再累都觉得甜……”在阳光明媚的操
场上，柯原和她的小伙伴经常唱起这首歌曲。

(记者赵倩、张亮)新华社银川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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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是是科科尔尔沁沁沙沙漠漠南南端端和和彰彰武武县县章章古古台台固固沙沙林林场场接接壤壤处处
的的航航拍拍图图（（22001166 年年 55 月月 2266 日日摄摄））。。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姚姚剑剑锋锋摄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侯雪静、胡
璐)土地沙化，被称为“地球癌症”。中国有三分之
一的贫困县、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就生活在西
北沙区。几十年来，中国在与沙化的斗争中付出
了巨大努力，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沙退人进”
的重大转变，打造了一座绿色的生命丰碑。

中国治沙，一个世界奇迹

青海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是全
国乃至东南亚生态安全屏障。经过多年不懈努
力，沙化土地面积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348 平
方公里，到现在年均减少 114 平方公里。“十二
五”以来，全省累计防沙治沙面积 4358 平方公
里。这里是西北地区人们持续不断开展防沙治
沙工作的一个缩影。

从当年“风沙逼近北京城”，到绿色屏障不
断加固，防沙治沙取得了历史性的转变。从上个
世纪 90 年代末，全国沙化面积以每年 3436 平
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到 2004 年出现缩减以来，
连续 10 年保持净减少，第五次监测期内年均减
少达 1980 平方公里。

宁夏是全国唯一一个省级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十二五”期间，全区治沙造林 0 .27 万平方
公里，森林覆盖率由“十一五”的 11 .9% 提高到最
新的 12 .63%。形成了“植被恢复与重建—草地畜
牧业—节水生态农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治沙技术
体系，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中国治沙奇迹”。

在内蒙古，通过全面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
多项重点生态建设和保护项目，2004 年至今已
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 0 . 67 万平方公里，草
原建设 2 . 67 万平方公里。

在陕西，沙化面积较 2009 年减少 593 平方
公里，平均植被覆盖率达 60%，较 2009 年提高

22%，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生态条件。
2009 年，国家林业局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省

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与沙区的
各省级政府签下“军令状”，并且五年一签，考核结
果成为影响干部升迁、去留等的重要依据。

数字的巨变背后是人们力斗“沙魔”的不懈
努力。几十年来，牛玉琴、石光银、石述柱、王有
德……每一位治沙功臣的名字，都代表着一种
精神，记录着人们战沙斗沙的壮举。

科学治沙，走出中国特色治沙路

依靠精准发力、高效治沙，中国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治沙道路。从大密度造林到量力而行，

从“用力过猛”到“打蛇七寸”，中国治沙从粗放
式逐步走向精细化。“原来习惯以大密度造林的
方式来治沙，现在是通过低覆盖度治沙技术，以
‘两行一带’的方式恢复植被，充分考虑沙区水资
源承载力，保证治沙成效。”国家林业局防沙治

沙办公室总工程师屠志方说。
宁夏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治沙模式，在

穿越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两侧建成卵石防火
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封沙
育草带组成的总面积 6 万亩的“五带一体”的防
风固沙体系。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是中国治沙得以精准
发力的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
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
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等法律和规章制度相
继出台。

科学技术是精准治沙的第一推动力。抗旱
造林、固沙压沙等治理技术不断进步，极大地提
高了治沙成效。据测算，一台固沙车每天可铺设
草方格沙障 4 万平方米，固沙效率是人工的 50
倍，成本约为人工的三分之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过用乔、灌、草结合，
网、带、片相贯联的“三线”式造林，在茫茫戈壁
荒漠上建成了一个个渠路纵横、林带成网、粮蔬

茂盛的“沙海半岛”。
因地制宜发展沙产业，是沙区各地探索出

的治沙新动力。青海将治沙和沙产业发展相结
合，形成“东部沙棘，西部枸杞，南部藏茶，河湟
杂果”的发展格局。

发展沙产业，开启治沙新动能

沙区生存环境恶劣，自然承载力低下。人们
在这里不仅要和风沙抗争，更要与贫困抗争。以
治沙带致富、以开发促保护，是近年来人们探索
出的一条有效路径。

新疆把治沙与治穷相结合，广泛吸纳民营
企业参与，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全民攻
坚”的模式，沙区特色经济植物种植面积已达
873 平方公里，企业 93 家，年总产值 34 . 5 亿
元。甘肃民勤县坚持“谁经营、谁投入、谁管护、
谁受益”的原则，将国有荒沙地和治沙生态林承
包到户、到企业，通过治理经营、发展林下特禽
养殖、种植中药材等方式，拓展新的增收致富渠
道。青海探索“谁承包、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
可继承、可转让、可拍卖，长期不变”的政策，鼓
励企业投资治理，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内蒙古
推广“企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的经营模式，
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全区年销售收入 100 万元
以上的林沙产业加工企业达 274 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开始探索沙漠公
园建设，目前已开始建设 70个国家沙漠公园，总
面积 3407平方公里。过去被人们视为“沙魔”的地
方，如今开展起公共休闲、科学文化、宣传教育活
动。人们亲身体验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效。

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加大依法治沙力度，深
化防沙治沙工作机制改革，探索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和科技创新，
推动防沙治沙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斗“沙魔”：从“用力过猛”到“打七寸”
我国依靠精准发力、高效治沙，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沙道路

据新华社沈阳 1 月 10 日电(记者于力、彭
卓、张逸飞)章古台上，松涛阵阵，人语鸟鸣。一
林之隔，沙幕肆虐，蓄势进犯。几公里外，是上
世纪 50 年代被专家预测“被沙漠吞没”的辽西
北彰武县。如今，这个本应“消失”的关外小城依
然屹立，“楼兰古城”的悲剧命运并未重演。

在这条与沙搏斗、根植绿色的道路上，一
抹身影始终在前行。这位忠实的护林员，以 30
年的寂寞，守卫着松林蓝天。

半生寂寥：一间茅屋，一匹老

马，一方硬汉守护万亩松林

挎着军水壶，身背一把砍柴刀，骑行一匹枣
红马。对于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
林场阿尔乡护林点，是拼搏近一生的战场。

章古台林场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地处科尔
沁沙漠东南风口，与漫天黄沙毗邻。彰武县 20
世纪以来，“无风沙三尺，有风沙一丈”，每年 20
多次、大于 5 米/秒的沙风遮云蔽日、掩埋人迹。

上世纪 50 年代，这个曾经水草丰美、人丁
兴旺的关外府镇，被治沙专家判了“死刑”———
彰武县不适宜人类居住，辽西北边境小城应整
体搬迁。为加固科尔沁风沙南侵的屏障，1987
年从部队复员退伍的李东魁，被分配到章古台
林场阿尔乡护林点做护林员。在这个四处都是
沙坨子地，不通电、不供水的大风口，护林点起
初是一处地窖，没有油毡纸和石棉瓦，房顶只
盖着一块彩条布。林区远隔人烟，冬季大雪封
山几个月都见不到人影，几乎与世隔绝。

艰难的生存环境，吓退了同批分来的 3 名
护林员。只有倔强的李东魁咬着牙，留了下来。

“我也曾经动摇过，行李都收拾好了，可临
走时又打消了念头，一股耻辱感也涌了上来。”
李东魁说：“士兵逃离自己的阵地，这不是逃兵
的行为吗？”李东魁从小在这片沙地上长大，对
当年沙进人退的场景记忆犹新。“我的父亲也曾
是一名林场工人，也曾与风沙殊死搏斗。我有
责任保护这片樟子松林不受任何侵犯！”

就这样，他一个人巡逻、一个人挑水、一个
人做饭，与马为伴、与林为伍、以山为家，在山
上盖起茅屋、打下水井、踱步林间，犹如深扎沙
地的樟子松，在荒凉之地默默坚守。

时光如梭，陪在身边的老马已经换了一匹
又一匹，安家山林的李东魁却始终如一：每天
至少巡山 13 个小时，防火期遇到大风天气，则
24 小时不眠值守。累了，就靠在树下打个盹；饿
了，掏出干粮就凉水吃几口；闷了，就站在沙坨
子上喊几声，唱一唱记忆里那些深入骨髓的军
歌。在他的守护下，30 年来，护林场从未发生过
一起火灾，近万亩郁葱苍翠的樟子松林，成为
阻沙南侵的天然屏障。

由于经济困难，林场对护林员以耕地替发
工资。中级职称的李东魁，分到 32 亩沙坨地，
即使是好年景，一年的收成也不足八千元。可
这个一心扑在林场的汉子，30 年来从未有过休
息日，连续十几年没有回家过团圆年，家里的
几亩薄田全靠妻子照料，甚至女儿出嫁时都没
能送亲。每逢万家灯火团圆时，独自站在旷野
里的李东魁，心中满是对父母妻儿的愧疚。

情有所寄：狼蛇盘踞、偷盗隐

匿，持心中正戍御疾苦风霜

护林点方圆五公里荒无人烟，这片土地

上，却不只李东魁一个生灵。
曾经吓唬过“新人”李东魁的，是流浪狼群。

每每入夜时分，凄厉的嚎叫声，在章古台上飘
荡。护林场物资紧缺，每天定量一根蜡烛，只能
提供至多两小时的火光，仅够满足做饭喂马、札
记总结之用。燃尽之后，等待李东魁的是无尽的
黑暗。装备不够，胆量凑。当过兵的李东魁仗着
胆子大，每每狼群靠近，就跑到门口大吼几声，
用嘹亮的军歌把野狼吓跑。与狼同行的，还有老
鼠和蛇。“有一次我睡觉时掀开被子，感觉里面
有两坨东西凉凉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两条蛇！”

对李东魁更大的挑战，是在他人的贪欲下
守林护林。随着樟子松苗的市场价格上扬，有一
些唯利是图者，就想从林场“偷一杯羹”，伺机盗
取树苗、采摘松塔；还有一些村民也想染指国有
林场，企图抢占一块地开荒，种庄稼“创收”。

只可惜，他们面对的是“认死理”的李东魁，
“他把树看得比啥都重要”。

李东魁发现苗头后，加大巡山力度，挨家挨
户宣传法律政策、游说村民守法守规。有不法分
子企图贿赂他，和他“打商量”，被他严词拒绝。
还有不服管的人，冲他嚷嚷“林子又不是你们家
的”，李东魁正色道：“吃了老林家的饭，就是老
林家的人。国家财产谁也不许动！”

在李东魁的“监视”下，只要进了林场，不许
抽烟、不许放牧、不许砍柴、不许挖沙取土。为此
有人怀恨在心，半夜砸玻璃、水井堵沙子、两匹
马被盗走……甚至有违规放牧的村民把李东魁
打得头破血流，直接进了医院。

伤痛未愈的李东魁，握着一支破旧的钢笔，
在日记中写道：“选择大山、选择森林，也就是选择
了艰难，选择了无悔。但我很欣慰，从选择那一刻
起，大山、森林就化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泰若笃定：“朝圣”路上，行者

之足并不孤独

李东魁常年“窝”在护林点，执拗的他对亲
友“回家过安生日子”的劝告无动于衷。家里的
大小事，全落在了妻子王玉华的肩上：一手拉扯
女儿长大，病榻床前侍候老人……“熬不下去”
的妻子，一怒之下提出离婚。在岳父、亲友的劝
说下，“心软”的妻子终于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也
索性把镇上的房子卖了，搬到山上陪李东魁一
起守林，成了一名“不拿工资的护林员”。

妻子的到来，为护林工作增添了亲和力，也

感染了附近的村民：“人家为了护林，把家都搬
来了，咱也能帮一把是一把吧！”如今，不少村民
自发成为李东魁的“眼线”，一旦发现有人吸烟、
毁林，都会第一时间给李东魁打电话。

与“瀚海黄龙”的这场战斗，旷日持久、代际相
传，几代彰武治沙人为此弃名舍利、苦心劳骨。

在这条战线上，先后涌现出多名“治沙英
雄”：已逝的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治沙书
记”董福财，耗尽毕生心血奋勇治沙，直至生命
最后一刻；30 年钻研治沙之法的辽宁省固沙造
林研究所首任党支部书记刘斌，创造性探索出
移植樟子松人工治沙先例，填补了中国灌木治
沙的空白；举债造林的四合城镇下河村个体户
杨海清，22 年承包荒芜沙丘，个人治沙面积达
1400 亩……“彰武经验”还被西迁至甘肃天水
地区，在祖国的西北地区复制着“彰武奇迹”。

就是这样一群不信天、不信命的汉子，向大
自然发出不屈的呐喊。“斗沙”半个多世纪，彰武地
区从曾经的黄沙遍地，变成如今的四野碧绿、松
涛滚滚，一排排固沙林创造了奇迹：彰武县森林
覆盖率达 36 .1%，树木蓄积 492 .64万立方米，平
均风速由上世纪 50 年代的 3 . 4 米/秒降到 1 . 9
米/秒。这个曾经一只脚迈入戈壁的“黄沙村”，如
今成为 280 多种动植物的栖息、繁衍绿地。

沙漠中有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名叫“沙打
旺”：风沙愈猛，枝叶愈貌、抓地愈牢。这些“死
磕”黄沙的治沙人，就像那些倔强的“沙打旺”：
纵然黄沙漫天，我自造林岿然。

凝视着眼前的“沙打旺”，李东魁悠然道出
了自己最大的心愿：林校毕业的女儿，有朝一日
可以接过治沙“接力棒”，成为爷爷和父亲之后
的“林三代”。

一个人的“朝圣”，几代人的徐行。

一间茅屋一老马，硬汉 30 年守护万亩林
记辽宁彰武章古台阿尔乡林场护林员李东魁

▲拼版照片：左图为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职工在扎草方格（2007
年 10 月 19 日，新华社记者王鹏摄）；右图为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沙漠
绿洲已经形成（2016 年 8 月 10 日，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新华社发

▲护林员李东魁在护林路上骑马前行
（视频截图，2016 年 10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姚剑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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