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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济南 10 月 10 日电(记者吴书光)
“现在又到了观鸟的好时候。我家附近就发现
了不同的候鸟，有红胁蓝尾鸲，有北红尾鸲
等。”身为爱鸟人的山东省东营市观鸟协会会
长的郭建三最近心情极佳，每年春秋两季是鸟
类的迁徙季节，也是东营爱鸟人的节日。

据介绍，全世界有 8 条鸟类迁徙路线，其中
两条经过东营，数百万只鸟会在东营捕食、栖
息、翱翔，因此这里也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
场”。

在郭建三眼中，环境好不好，鸟类比人类更
有说服力。“我们常说好的环境必须要有‘鸟语
花香’，‘花香’好实现，但只有生态环境过硬，才
能听得见‘鸟语’。”

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善，东营市不仅
摘掉了山东“北大荒”的帽子，还先后获评国家

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鸟类也从两百多
种增加到目前的 368 种，除了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东营市境内的河道、公
园、湿地、苗圃、森林等，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的鸟。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如今的东营，生态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创造“大美生态”已成为这
个城市的战略选择。作为退海之地的东营，海
水侵蚀地下水，土壤严重盐碱化，成方连片的
盐碱荒滩是这里特殊的生态风貌。

“以前由于缺少树木的保护，这里的风沙
很厉害，老百姓常说‘关上门掩上窗，喝的还
是那牙碜汤’。”东营市林业局副局长乔来秋
告诉记者，因为缺树，所以盼树。

乔来秋说，东营种活一棵树很难：挖深
坑、铺碱管、铺沙石稻草隔碱，贴隔离膜防盐

碱渗透，再用运来的土壤填坑埋树，所下的力
气要比一般城市多上好几倍，但东营的林业
建设一直在前进，目前全市林木绿化率提高
到了 18%。

据了解，东营市近年来矢志不移地推
进生态建设，先是解决水网、路网、农网的
绿色通道建设，后来又在重点区域建设了
30 万亩的生态林场，有效遏制黄河故道等
处的风沙。

2016 年以来，东营市正在推进 3 年增绿
计划，高标准建设中心城防护林带、沿黄生态
林带、沿海基干林带等。截至今年 8 月底，东
营市新增造林 21 . 6 万亩，完成年度任务的
131 .8%。

凡是到过东营的人，都会为这里频频
可见的水面和湿地而惊讶。今年 5 月参加

了黄河口马拉松的淄博市民周升伟说：“来
东营之前，觉得就是盐碱荒滩，来了才发现
天那么蓝，树那么多，跑马拉松沿途经过许
多水面，还有秋月湖、清风湖和明月湖，非
常舒服。”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东营市对自身
湿地生态城的定位更加明晰，以占地 1530 平
方公里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重
点，实施湿地修复工程，着力恢复湿地生态功
能，让城市建在湿地中、湿地生在城市中。目
前，东营市的陆域湿地面积 431 . 6 万亩，占
全市陆域面积的 35%。

东营市委书记申长友说，要把良好的生
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家园，让蓝天常在、碧水长流、美丽与
发展同行。

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10 日电(记者杨思琪、
齐泓鑫)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47 岁的郭丽华
和丈夫划着船驶向水面深处，船上满载着渔网
和水箱，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打渔生活。

这里叫程地房子，一个曾经在黑龙江省杜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版图上消失的村屯。作为
“生态钉子户”，郭丽华夫妇已坚守了 15 年，见
证了这里历经生态救赎、被绿色重新唤醒的发
展新路。

风沙来了，人们不得不走

因为水肥草美、鹤翔云舒，90 年前，一个程
姓家族在程地房子游牧狩猎，辛勤耕耘，这里成
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小时候，这里水草丰茂，开满数不清的小
花，野鸡、野兔、狍子都随处可见，我站在高高的
草甸子里只能露出个小脑袋，有种说法叫‘丢孩
子’。”郭丽华带着满是眷恋的笑容回忆说。

但她没想到，儿时的天堂后来竟成了苍凉
荒芜的地方。

随着村子人丁日渐兴旺，牲畜日益增多，对
耕地和草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于是，上千棵绿树
被砍倒，成片的草原被啃食，随之而来的是漫天
的滚滚黄沙，是西北强风的肆意吹刮。

“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这 8 个字在郭丽华
的脑海里，纠结着复杂的情绪。

据村里老人回忆，那时开垦草原 3000 余
亩，饲养大小牲畜 700 多头。土壤沙化逼迫村民

放弃耕地 2000 多亩，而剩下的 1000 多亩也
在被黄沙浸吞、湮没。

遇上连续数年干旱，粮食几近绝产，草场
寸草不生，湿地连发大火，“泡子”(小湖)几度
干涸。一时间，牛羊没得吃，鱼虾没得打，乡亲
挨着饿，“踩着黄沙，牛上墙，马上房”“一天吃
进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生态癌变”让百姓们箍上了沉重的“穷
帽子”，杜蒙县沦为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

2002 年 4 月，程地房子整体搬迁。32 户、
109 口人告别故土，各走他乡。程地房子成了
黑龙江省历史上唯一一个生态搬迁的村庄。

她回来，看着这里变好

搬迁那天，哭声、吆喝声、号子声，交织一
起，此起彼伏。人们既带着对往日家园的眷恋
感伤，又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崭新向往。

可仅走了几个月，郭丽华就又搬了回来。
“孩子小，老公腰不好，我不能出去打工。

在外看山、看水塘，哪儿都不如家好。”有点固
执选择“留守”的她，竟意外地见证了这里的
生态变迁。

“不久，全县就开始禁牧，从散牧改为打
草喂养，每户负责固定的草场，限供 16 头牛，
为的是让草场恢复元气。”郭丽华说，草原承
包和圈舍饲养彻底改变了“一把刀(嘴)、四把
锹(蹄子)”的局面。

草原变绿了，饲料也充足了。截至 2015
年底，杜蒙县的草原面积恢复到 339 万亩，草
原覆盖率恢复到 80% 以上，干草平均亩产量
由 50 公斤提高到 150 公斤。

防风固沙是另一场“绿色革命”。全县干
部群众都来植树造林，郭丽华曾给负责种树
的三四十人做饭。

“大伙儿到了大中午才休息，坐在树苗
旁，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饭，但总被硌着牙，
那就是吹来的风沙。”望着窗外郁郁葱葱的杨
树林，提起往日“囧事”，她的笑里多了些敞
亮。

从规模造林到精细造林，从见缝插绿
到村屯绿化，一道绵延近百公里、宽 5 到
25 公里的“绿色长廊”成为一道壮丽的风景
线。

当地气象部门对 1996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至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后 10 年
平均每年五级以上大风、扬沙、沙尘暴天气比
前 10 年分别减少了 40 天、43 天和 3 天，年
均降雨量增加了 84 毫米。

为破解“干旱”，杜蒙县开通了多项水系
连通、生态补水工程。目前，全县水域面积已
恢复到 205 万亩，栖息鱼类超过 60 种，连对
生态最为“挑剔”的白鹭也在此栖息。

“以前都不敢穿白衬衣，一是怕冷风钻，
二是太脏洗不过来。现在风小了，沙少了，想
穿啥穿啥。”郭丽华说，2014 年杜蒙县摘掉了
“国贫帽”，自己干啥都有了精气神儿。

吃过“生态亏”，要吃上“生态饭”

眼看搬到邻村的乡亲们打起了零工、开起
了饭店，一年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还有的靠
迁入地的水多土好，办鱼塘、开鸭舍，也都找到
了脱贫之路。郭丽华两口子不是没想过走。

她清晰记得风沙湮没村庄、乡亲们举家
搬迁的慌乱，也记得在沙地里把树种起来的
辛苦。“我就要守着这里。”郭丽华说，她对生
态的珍爱是融于血、刻于骨、铭于心的。

“我不信，有这么大的‘泡子’、这么好的草
场，就富不起来？”凭着这股倔劲儿，去年起郭
丽华夫妇花 10 万元承包了两个水面，共
1500 亩。

每天凌晨，夫妻俩就起床摸黑撒网，到了
傍晚回到船上收网、分筐。“好的时候一天能
打 3000斤大小鱼虾，卖到周边县市，也卖到
南方。”吃上“生态饭”的郭丽华说，“儿子上大
学的钱不用愁了。”

午后，阳光从成排的杨树林里泻下来，郭
丽华打心眼儿里喜欢。每逢雨后，树林里总有
些周边的市民驱车来采蘑菇。今年，一条新修
的公路从家门口穿过，郭丽华又多了新念想：
“路好走了，来的人就更多了，我希望办个农
家乐……”

夕阳西下，湖面上几条木船穿梭、停靠，
芦苇荡随风摇曳，彩霞绚丽如画。悠远的水岸
线上，重新铺砌的绿色正在生长、蔓延……

吃过“生态亏”，要吃上“生态饭”

一个“生态钉子户”的绿色守望

一棵核桃树里的“绿色西宁”情
走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张兴权老人时

常还会想起当年初到青海时，满眼皆是“山
黄、风黄、水黄”的西宁城。

今年 78 岁的张兴权来自山东泰安，曾是
青海省水泥制品厂的退休干部。当初携爱人
一同来到青海援建大西北，而后搬进了这间
不大的小院。

从小院外向内望去，一棵生长茂盛的大
树格外引人注目。走近一看，这棵树足有 4 层
楼高，茂密的枝叶铺洒在整个院内，绿绿的枝
头上结满了核桃。

这就是 36 年前张兴权在自家小院种下
的核桃树。1981 年，张兴权回老家探亲，回青
海时带了一些核桃。出于好奇，他就将两颗核
桃泡水发芽，然后种在了小院的菜地里。

“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觉得不会活。”张
兴权说，因为核桃树性喜温暖、怕霜冻，而青
海并不适合核桃树的生长。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老两口用砖给它围
了一个“大花盆”，每日浇水、施肥，细心照料
着。为了让核桃树充分吸收土壤的养分，老两
口甚至让出了仅有的一小片菜地。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就长出了一棵，我
们全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张兴权说。7 年后
的那个秋天，这棵核桃树终于结了果，虽然
只有几个核桃，但老两口无比高兴。

“现在一年能结 300 斤核桃！还都是纸
皮核桃呢 ！”张兴权难掩喜悦。丰收的季节
里，全家人都会前来帮忙摘核桃，随后将新
鲜的核桃分给亲朋好友们一起享用。

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如一把巨大的绿伞，
遮挡炎炎烈日。老人坐在核桃树下喝茶、锻炼
身体，孙子们在一旁追逐打闹……这种早已
融入张兴权生活的悠然景象，是核桃树给予
他们最慷慨的馈赠。

像核桃树带给张兴权一家的幸福一样，

如今的西宁城也已被浓浓的绿色环绕着。
“跟以前真不能比，现在不管是在公园还是
街道两旁，全都是茂盛的树木和盛开的鲜
花。”他说。

再过几个月，张兴权一家就要搬新房
了，全家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这棵核桃树。

据了解，经过 28 年持续不断的努力，
西宁南北两山森林覆盖率由 7 . 2% 增长到
75% ，造林超过 20 万亩，市民人均分享面
积 112 平方米。2015 年 11 月，西宁市成为
青藏高原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如今，西宁的南北两山树木丛生、满目
苍翠。从上空俯瞰，两座数十公里的绿山如
双臂般将西宁紧紧环抱，隔开了周边绵延
不绝的黄土坡。“风沙小了、泥水少了，氧气
多了、植物多了，今天的西宁真是比我老家
泰安还要好哩。”张兴权高兴地说。
(记者央秀达珍、白玛央措)新华社西宁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 月 10 日电
(记者顾煜、白佳丽)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木塔格沙漠
三大沙漠等 10 片沙漠分布在天山南
北——— 新疆，曾饱受沙漠之苦。如今，
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通过种植肉苁
蓉、红枣、玫瑰，开发旅游等方式，打造
出多元沙漠产业，硬是将沙漠变成致
富“宝地”

沙漠染绿 “绿宝盆”

长出“生财果”

金秋 10 月，位于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的新疆若羌县迎来丰收季节，
每棵枣树枝头挂满硕大的红枣。今年
70 岁的若羌县库尔贵村村民宋礼笑
得合不拢嘴，他的枣园距离沙漠边缘
三四公里，“刚开始担心沙漠边没有
水，现在沙漠边的 40 亩地却成了香
饽饽。”据了解，当地通过铺设节水灌
溉设施，解决了枣农的无水之忧，而
沙漠旁原本无人问津的荒地现在一
亩难求。

近十多年来，若羌县耕地面积的
75% 种植红枣，因品质好、产量高，近
几年红枣成为“致富果”，若羌县的人
均年收入从 2001 年的 2216 元，增长
到了 2016 年的三万余元。

沿着沙漠向北 400 公里，从前这
里绵延着荒地与白色的棉田，而今紫
红相间的枸杞为沙漠边缘的新疆尉犁
县增添了新的颜色。从 2014 年起，尉
犁县开始减少种植耗水量较大、收益
较低的棉花，改种黑、红枸杞，现在全
县共有 760 多户农民种植枸杞，总种
植面积 7 . 5 万亩，每亩地不仅少用了
200 多方水，每年还可以多收益 4000
元左右。

除了红枣和枸杞，和田地区的玫
瑰、鄯善县的梭梭接种肉苁蓉、精河县
的蛋白桑……昔日黄沙漫漫的地方，
已成为天山南北的“绿宝盆”。目前，新
疆沙漠地区特色经济植物肉苁蓉、酿
酒葡萄、沙棘、枸杞、沙漠玫瑰、甘草、
黑加仑等种植面积已达 142 万亩。

以沙为源 产业链不

断延长

“今年的桑叶茶卖的比往年还要
好。”看着桌边的一叠订单，刘吉发愈
发认为当初的决定没错。2013 年，放
弃了服装鞋帽生意的刘吉发在新疆精
河县承包了 2 万亩沙漠。刘吉发种的
蛋白桑位于精河县乌兰旦达盖沙漠北
缘，总面积约 20 万亩的沙漠对周边造
成了比较大风沙危害，2013 年起，为
改善生态环境，当地在沙漠北缘建造
防护林。

“现在桑叶加工厂每天可加工鲜
叶 700 公斤左右，可生产茶叶 150 公斤至 200 公斤，还生
产酵素等产品。”刘吉发介绍，目前蛋白桑开发利用渠道
呈现多元化，在果品、饲料食用菌培养上已经形成了产业
雏形。

与刘吉发一样，鄯善县达浪坎乡阿扎提村村民赛甫力·
斯迪克和合作社的伙伴们一同种植的肉苁蓉也迎来丰收。
“今年 4500 亩的梭梭接种肉苁蓉预计可以收 1500 吨。”
赛甫力·斯迪克测算今年合作社销售收入将达 2500 万元，
“这比只销售鲜肉苁蓉赚钱多了。”

赛甫力·斯迪克介绍，为了延长产业链，成立合作社后
他们就决定从最初的销售鲜肉苁蓉，进行深加工销售，现在
已经开发有肉苁蓉保健酒、肉苁蓉酱、粉茶、肉苁蓉蜜等产
品，并注册了达浪牌商标，达浪坎乡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药材
之乡。

新疆沙化土地面积庞大，广大沙漠地区有丰富的光热
资源及独特多样的物种资源。目前，新疆已初步形成了以灌
草饲料、中药材、经济林果等为重点的沙区特色产业，开发
出了饲料、药品、保健品、果品等一大批沙产业产品，并将沙
产业链的触角延伸到了沙物质建材等新兴产业。

沙尽其用 黄沙成为“摇钱树”

库木塔格，维吾尔语意为“沙山”，作为我国距离县城
最近的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与鄯善县老城南部直接相连，
有“城中的沙漠”之称。如今这片沙漠却成为当地的“摇钱
树”。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鄯善县在县城边缘建设了一座
沙山公园，公园北连城区，南接沙山，东西两侧有泉水、溪
流、耕地和果园，分为沙漠游览区和绿洲游览区，成为离城
市最近的沙漠风景名胜区。随着逐渐发展，已经成为 4A 级
景区，如今，景区沙丘边有成荫绿树，湖水清澈，与金色的沙
漠和谐共存，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之一。

“今年上半年，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接待游客 21 万余
人，同比增长 38%，旅游收入增加了 50% 以上。”景区管
委会副主任孔娟介绍，大力开发沙漠观光旅游业，不仅
可以弥补沙漠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还能更好地拉动当
地旅游业和周边产业发展，使之成为特色优势产业，促
进当地农牧民增收。

新疆沙漠分布广泛，为沙漠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2013 年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开展以来，新疆累计申报成
功 23 个沙漠公园，总面积 254 . 2 万亩。2016 年，新疆国家
沙漠公园接待游客近 1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 . 5 亿元，
“沙漠游”已成为新疆旅游产业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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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策勒县农民麦提亚森·麦提斯迪克在自家核桃
林里查看。这里曾被流沙覆盖（ 9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李
荣)先“进厅路演”、后“进园
孵化”、再“种养创业”，打造
农业众创空间。沪郊正探索
以“双创+农业”的新模式，
推动都市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在沪郊金山枫泾地区，
这样的“双创+农业”新探索
已初步成型——— 以农创项目
技术“路演”机制创新为突破
口，形成农技推广共同体，孵
化草莓、龙虾、黄桃、梨等都
市农业双创项目，推进“农业
+创意产业+旅游业+文化产
业”的综合发展模式，打造美
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
说，农创根本出路在“技创”，
应有效释放农业科技新动
能。长期以来，农科研究成果
不断积累，农业生产方对农
科成果需求日趋旺盛，但农
科成果转化率偏低。因此，上
海在枫泾探索全新的农科
“路演”机制，打通农业科研
院所的技术供给侧与农业从
业人员的技术需求侧两端，
实现有效对接。

上海农科院研究人员仍
记得 2 年前首场农创“路演”
情景。当时，6 个农科团队推
出了甜玉米、立体种养、香菇
工厂化生产等一批农科成
果，与长三角上百位农业大
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
人和风投基金代表对接，3
个项目当场落地。同时，农户
和生产者演示他们遇到的问
题，并对问题解决方案开出
价格公开招标，技术供给方
科研人员现场摘牌，定向研
发一旦成功，就通过有效方
式进行成果交易。这个新型
农创“路演”机制，已在果蔬、
水产等领域发挥作用，农技
成交金额累计近 2000 万元。

农创“路演”形成了农创
共同体，产销、技术、资本、服
务等要素合成了产业链。以
此，上海在枫泾镇推动芝麻

基地、黄桃基地、梨园基地、石榴基地等平台型
农创项目“落地生根”，又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合
作建立大学生创业农场，打造都市农业众创空
间资源联合体，让农业双创项目进园孵化，多层
次地服务大学生、返乡民工、职业农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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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本溪老边沟风景区的红叶（ 10 月 10 日摄）。金秋时节，辽宁本溪、
丹东等山区红叶烂漫，吸引众多游客旅游观光。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红叶“闹”金秋

东营：“山东北大荒”变身“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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