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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黎大东 何军
杜刚 何奕萍

在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
拉玛干沙漠西北边，一条逾百万亩的人工
林带傲然挺立。

这条林带就是柯柯牙荒漠绿化工
程。它是新疆阿克苏黄沙漫漫和碧波万
顷的分界岭。

1986年，为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阿
克苏启动柯柯牙绿化工程。30年间，各族
干部群众携手奋斗，曾是沙尘暴策源地的
柯柯牙绿树成荫；并以此为原点，在南疆
戈壁荒滩上孕育出百万亩的“绿海”。

30多年来，阿克苏打造出“人走政不
息”的样本，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几代人
的广泛共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柯柯牙精神，已融入各族儿女血液
中；“以林养林”“边绿化边脱贫”的绿化、脱
贫方式，给其他荒漠地区贡献了“柯柯牙
智慧”。

大志向：誓将戈壁变林海
生于大漠边，长于绿洲中，77岁的护

林员艾力·苏来曼退休后选择住在自己养
护的林子中。他每日在林带散步时，喜欢
不时抚摸树干，“几十年前，我没想到柯柯
牙可以住人。”

柯柯牙紧挨阿克苏市。当地老人回
忆，从记事起这里就是一片戈壁荒滩，是
整个阿克苏地区沙尘暴的策源地，每年沙
尘天气超过100天；冬春时节，狂风裹挟
着黄沙，从柯柯牙方向劈头盖脸地打来，
天地浑浊一片，白天也要开灯，人根本出
不了门。

艾力·苏来曼说，“除了忍，就是逃”。
祖辈们不是没有抗争。温宿县《乡

土志》记载：清末的温宿王在柯柯牙聘
请吐鲁番工匠前来开凿坎儿井，引地下
水，垦田造林，却因耗资甚巨，无法负担
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在此挖了
许多坎儿井，结果不见水出，宣告失败；
20世纪60年代，有过将阿克苏城区的
多浪渠水引至此的设想，可终因引水位
置不对，工程废弃。

但是，阿克苏人不信命。
1985年，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颉富

平同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负责人沟通
后，决定举全力改变柯柯牙荒漠化状态。
次年，阿克苏便成立了柯柯牙荒漠绿化指
挥部。

当时，作为林场护林工的艾力·苏来
曼想：“在柯柯牙种树，和沙子里养鱼有什
么区别？”

“年年种树不见树，春天种了秋天当
柴火”“劳民伤财”……不少百姓、干部对
在柯柯牙种树前景感到悲观。

时任阿克苏地区林业处处长毕可显
带人到柯柯牙多次调研，取到了58个剖面
的土样，全是沙土、沙壤土、黏土、重黏土、
盐碱土，盐碱含量最高的地方达到5.58%，
但国家规定的造林标准是不能超过1%；
而且，柯柯牙沟壑纵横，有的地方落差十
几米，土质要么坚硬如砖，要么极其松软，
有的地方处在风口，大风袭来，树苗立都
立不住。更可怕的是，种树最需要的水
源，离得很远很远。

有人劝毕可显：“你何苦冒这么大的
风险呢，万一树种不活，群众该怎么骂你？”
这位在林业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的老行
家说：“我就是见不得光秃秃的地，为了能
把卡坡变绿，为了我们下一代有个美好的
环境，我甘愿冒这个风险。”

大决战：亘古戈壁创奇迹
1986年4月，一支由250多人组成的

修渠队伍进入柯柯牙。
时任柯柯牙荒漠绿化指挥部副部长、

阿克苏地委副秘书长何俊英回忆，黄风呼
啸中，施工人员的嘴唇起了一层皮，很多
人的嘴巴、鼻子流了血。

工人们生火做饭，一次次被风吹灭；
好不容易烧好一锅饭，又刮进一层沙。

就是这么一群人，在黄土中拼搏，仅
用了4个月的时间，一条长16.8千米、配有
505座桥涵、闸等水利设施的防渗干渠修
成了。

水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修路。树
苗和人要上到柯柯牙，必须先修路。

修路先得压路基，柯柯牙盐碱量大，
见了水就凝成粘泥巴，半米深的黄土层完
全靠洒水车压。但洒水车出来时，四个轮
子被稀泥死死缠住，无法动弹，只好用拖
拉机拉拽。

在沉结了几千年的黄土上平整土地，
推土机来来回回只能划下几道白印。8台
推土机，坏了7台。

指挥部和武警支队商议后决定以爆
破“攻关”。

“轰隆隆……”一阵阵炮声在荒原上
传开。有的地方即使用炸药炸，也只能炸
开脸盆大的口子。工程没法进展了。

技术人员又想到用抽水泡地的办法，
泡一晚，渗透土地5厘米，再接着泡；有的
地方泡不了水，人们只能用铁锨、锤子一
点点往下砸，跪在地上用十字镐一点点往
下挖。

何俊英清晰记得，人们的手起了血
泡，汗湿透了全身，有的年轻小伙子疼得
掉下了眼泪。

土地平整了，但还不能种树，需压碱
改善土质。指挥部决定因地制宜对土壤
进行改良。除了从农田拉良土外，根据土
壤盐碱含量不同，或用渠水冲浇盐碱，或
直接开沟挖渠排水压碱，甚至尝试结合种
植水稻改良土壤。

终于，可以种树了！
公务员、教师、学生、医生、护士、武

警官兵都行动起来了。几乎每个阿克苏
人都有到柯柯牙植树的记忆。夫妻共栽
一棵树，父子同抬一桶水，新兵栽下建疆
树……

50多岁的赖清说，从她20岁至今，每
年都要种树，最开始的几年，首先要挖一
个能埋进半个成人深的大坑，再用一层肥
料一层土填埋，小树苗才有可能成活，“现
在晚上还做梦挖坑呢，全身疼啊。”

志愿兵赵湍娃得知部队要参加柯柯
牙绿化工程的消息，主动放弃回家结婚的
打算，写信说服未婚妻从陕西老家赶到阿
克苏，在柯柯牙工地上举行了“特殊婚礼”，
新婚夫妇携手为柯柯牙中下了第一棵爱
情树。10年后，他们带上孩子回到绿树成
荫、果实累累的柯柯牙，全家又种下了一
棵“希望树”。

在柯柯牙，养活一棵树不容易。
依马木·麦麦提是柯柯牙林管站第一

任站长。“大家那么辛苦地义务挖坑、种树，
我们如果照顾不好树，不成罪人了？树活
了，我走路才能把头抬起来。”他说。

依马木·麦麦提回忆，林管站的干部
职工有的连续几天不回家，一直盯着水灌
到每一棵树下，太累了就蜷缩在树下眯一
会。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1987年到
1989年，柯柯牙树的成活率就达到了
87.5%，超过既定目标。

如今，柯柯牙林管站最早的38名干
部职工，有的因病离世，大部分人患有严
重的风湿疾病，阴雨天苦不堪言。

艾力·苏来曼说，栽种树苗的沟渠
土质松软，一灌水，非常容易被冲毁。
一个夜晚，沟渠被冲毁，他毫不犹豫直
接躺在被冲毁处，另一个同事用坎土曼
（锄头）迅速把土沿着他的身体夯实，水

渠才得以修补。
艾力·苏来曼原本有机会住进城里，

但他还是和家人一块守在柯柯牙。老
人用颤颤巍巍的手，从箱底拿出几张奖
状，这是当时的林业部门颁发的优秀员
工奖。

“这一辈子，能留下的除了这些树，就
这几张奖状了。”老人欣慰地说。

阿克苏地区林业局统计，柯柯牙荒
漠绿化工程从 1986 年开始实施到
2015年结束，前后整整30年，历经7位
地委书记，参与义务植树人员达到340
万人次，造林共计115.3万亩，累计栽植
树木1337万株。

亘古荒漠戈壁，林海万顷，生机盎然。
1996年，柯柯牙被联合国环境资源

保护委员会列为“全球500佳境”之一。
大变迁：绿色带富农牧民

“在戈壁滩上植树成本高，后期维护
的花费更大，等中央拨款或光靠地方财政
资金不是长久之计。”阿克苏地委书记窦
万贵认为，要让生态建设的成果延续下
去，必须调动民间力量，鼓励全民参与绿
化，并享受绿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他介绍，以林养林，就是合理调整绿
化造林结构，结合南疆的光热资源，在防
护林中间套种苹果、核桃、红枣等一批经
济林。政府先期投入开发种植，然后用最
优惠的政策承包给农民来管护，收益归承
包户所有。

这样，政府减轻了负担，农民也在生
态建设中实现脱贫致富。

甘永军是“以林养林”的受益者之
一。1989年，他从北疆的木垒县到柯
柯牙承包果园，政府提供了免费的苗
木、土地和水。如今，他的20多亩果园
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市里买了楼房，
开上了轿车。10年前，甘永军还在果
园开起了第一个农家乐，带动周边100
多户果农经营起了自家庭院。这些农
家乐，成为阿克苏市民休闲时的好去
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以林养林”模式逐步成熟起来。
柯柯牙115.3万亩的荒漠绿化工程中，
80%是经济林，15%是防护林，5%是基础
设施建设和配套项目。

林果业发展还给易地扶贫搬迁的农
牧民提供了机会。2014年，贫困户迪里拜
尔从天山深处搬到柯柯牙管理区拱拜孜
新村，当地政府给她家无偿提供了8亩核
桃园，核桃成熟前，她在家门口一家果业
公司打工，每月有3000元的收入，“现在
钱多了，孩子今后也能上更好的学校了。”
迪里拜尔说。

现在，塔里木盆地的大果盘甜蜜了整
个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地区林业局统计，
2017年，阿克苏地区林果面积稳定在450
万亩，产量221.5万吨，产值达130.7亿元。

毗邻柯柯牙林的温宿县如今成了全
国闻名的林果大县。去年，全县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15000元，林果业占比达
7成以上。目前，阿克苏还大力推进林果
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建成林果
企业140多家，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

当地一名干部说，阿克苏刚开始种果
树时，大家都没想到，这里能成为新疆林
果的主产区，阿克苏苹果成为继吐鲁番葡
萄、哈密瓜之后的新疆新名片。

大改善：“灾源”变成“幸福源”
在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一个红色

的账本十分显眼，上面记录着1986年以
来历届党委政府任期内在柯柯牙的绿化
面积。30年来，绿化面积有多有少，但从
未间断过。

2015年，继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后，
阿克苏河流域、渭干河流域、空台里克区
域“三个百万亩”生态治理项目陆续开始，
包含防洪堤、交通路网、水利灌溉、荒地造
林、退耕还林、林果业提质增效等工程，以
全面推进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

目前，阿克苏河流域126.33万亩生
态治理工程已全部完工，渭干河流域107
万亩生态工程将于今年秋季完工，空台里
克区域生态治理工程今年春季已完成植
树造林6万亩。三项工程按计划到2020
年完工后，受益人口超过百万。

谈到两河百万亩生态工程，阿克苏市
依干其乡托万克巴里当村果农吾斯曼·斯
马依深有体会：“过去树少，每到香梨挂果
的时候，大风和沙尘暴让树上的香梨掉很
多，影响产量和收入。现在环境好了，收
入也有了保证。”

作为阿克苏河的一部分，7.6公里的
多浪河流经阿克苏市。36岁的努尔麦麦
提清晰记得，10年前，他家还住在多浪河
边的平房中，“河水五颜六色，特别臭。”

自2006年起至今，阿克苏市陆续开
展三期多浪河景观工程建设，前两期已完
成，第三期正在施工。

10余年间，河道拓宽了、活水引来了，
沿河两岸种满了树，主题公园、文化广场
建起来了。夏日的晚上，人们纷纷来此骑
行、散步。

2016年，多浪河建起了一座游乐公
园，努尔麦麦提在园中浇水、锄草，甚至学
会了开船，每个月有3000元收入。“要不
是改造多浪河，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工
作，可能还住在没厕所的平房里”。

与30多年前进军柯柯牙不同，这三
个百万亩生态工程不再单纯依靠人力，机
械化、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

如今，阿克苏农区水土流失、土地沙
化和盐碱化现象得到明显缓解，城区风沙
危害明显下降。据阿克苏地区气象部门
统计，阿克苏沙尘天气由1985年的近100
天减少至目前的29天。国土森林覆盖率，
也由3.35%增加到6.8%，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到35.46%。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地区经
济稳步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良
好保障。

行走在阿克苏市、温宿县城、库车县
城等地，从中心路口到小区角落，几乎处
处见绿意。

“阿克苏从荒芜到繁荣，幸福源自柯
柯牙。”当地人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0日电）

接力三十载接力三十载 荒漠变荒漠变““林海林海””
——新疆柯柯牙的“绿色涅槃”之路

这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拍摄的多浪河二期治理工程及其沿岸景观（9
月2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新华社南昌 10月 10日电 （记
者 范帆）十月的井冈山，一场秋雨带
来阵阵凉意。结束了一天的培训课
程，略显疲惫的毛浩夫回到工作室后
并没有休息，他拧亮办公桌上的一盏
台灯，翻开一本《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展
陈概览》研读，学习已经成为他每天的
必修课。

今年 29岁的毛浩夫是江西干部
学院的一名现场教学老师，毛浩夫的
爷爷毛秉华是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
长，毛秉华五十年如一日地宣讲井冈
山精神，被誉为“井冈山精神守望者”，
1万多场宣讲会见证了他穿越半个世
纪的坚守。

今年7月，毛秉华因病去世，这让
毛浩夫感觉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他
时常想起爷爷的叮咛和嘱托，在他看
来，这是一种使命的传承。“爷爷一辈
子都在守望井冈山精神，我要接过他
的接力棒，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生生
不息。”

毛浩夫毕业于英国一所大学国际
金融与贸易专业，回国后在南昌的一
家企业上班。2016年，他辞职回到井
冈山，开始跟着爷爷一起学习党史，从

“英国海归”到“红色讲解员”，这种身
份的转变对毛浩夫而言并非易事。因
为并非科班专业出身，此前对于井冈
山斗争的历史也并不熟悉，第一次站
在井冈山茨坪革命旧址群，拿着扩音

器面向游客讲解历史时，毛浩夫紧张
得手心出汗。

“以前觉得这份工作并不难，无非
是提前背好解说词，但现在才发现，同
样的故事，不同的人讲述有着不同的
反响。”为了让自己的现场教学变得更
加生动详实，毛浩夫不仅在工作之余
大量阅读党史资料和相关书籍，还抓
住各种机会向党史专家和有经验的讲
解员请教专业知识和讲课技巧，研究
讨论新的教学方式。

组织学员朗诵红色家书、在革命
旧址现场教学……如今在毛浩夫的课
堂上，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和生动详
实的故事讲述得到学员们的肯定。与
此同时，为了让外国游客更加直接地
感受井冈山精神，他还利用自己的英
文特长翻译井冈山各景点的解说词，
用英语向外国游客介绍井冈山的革命
故事。

“井冈山精神是穿越历史时空
的。”毛浩夫对于井冈山精神有着自己
的理解，在他心目中，每一代人都有自
己的使命和责任，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对党和国家的拥护与热爱应该成为新
时代年轻人的信仰和追求。

“能够回到井冈山，从爷爷手中接
过这副担子，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
情。”在巍巍井冈山上，这个年轻人正
用他火热的青春将井冈山精神的火种
继续传承。

“海归”讲解员毛浩夫：
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长江入海口南侧，黄浦江东岸，一
片1210平方公里的热土，是上海浦东
新区。

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
革试点、第一个自贸区……在改革开放
进程中，浦东站在排头、走在前列、屡创
第一。进入新时代，实施高水平改革开
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浦东正以开拓者的精神、实干家的本
色，创造更加精彩的发展传奇。

以自贸区建设为引领 刷新改革
的高度

在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的沃尔沃
建筑设备投资（中国）公司内，智能化机
械臂上下翻舞，每20分钟就能下线一
台挖掘机。

除了先进生产线，沃尔沃把融资租
赁公司也放在了金桥，成为上海自贸区
扩区后第一家融资租赁兼营商业保理
的外商独资企业。“这是上海自贸区带
给我们的‘礼物’。”沃尔沃建筑设备公
司副总裁詹旭说，受益于自贸区的负面
清单等制度创新，企业才能把业务触角
伸向行业的上下游。

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区在浦
东成立。其后不久，上海自贸区发布了
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5年下
来，负面清单的长度从190条缩短到45
条。以上海2%的面积，上海自贸区创
造了全市25%的GDP和40%的外贸进
出口总额。

敢干前无古人的工作，敢走与众不
同的新路，敢破不合时宜的制度——今
年7月浦东新区区委四次全会提出，以
自贸区建设为引领，浦东要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不断推出创新性、引领性
的改革举措。

随后，今年10月上旬，全国首份服
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在上海自贸区出
炉。这份清单共列出159项特别管理
措施，涉及13个门类，31个行业大类。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
所所长李俊说，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要
解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
的问题，将为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
更好的环境。

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 提升创
新的浓度

今年9月，总部位于浦东张江高科
技园区的和记黄埔医药宣布，其自主研
发的“呋喹替尼”胶囊上市申请获药监
部门批准，这是首个在中国研发并获批
的抗结直肠癌肿瘤新药。

“如果这款新药不是在张江研发，可
能不会那么快获得批准。”和记黄埔医药
副总裁吴振平感慨。张江充足的医药创
新人才储备，以及在全国率先开展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打破了新药生
产许可与上市许可相捆绑的模式，使得
一批新药研发公司得以脱颖而出。

和记黄埔医药所在的张江科学城，
是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
域。包括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中

心、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10
余个大科学设施齐聚张江，不断向外释
放创新的辐射力。

创新必须有浓度，有了浓度才能
“结晶”。以浦东的两大优势产业——
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为例，前者已经形
成了包括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在内的
完整产业链，产业总体规模占全国的
15%。后者有122项创新药物处于临
床试验阶段，占全国1/10。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的一类新药近30个，研发优
势全国领先。

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说，围绕打造
“世界一流科学城”的目标，张江科学城
首轮73个项目中，45个已经开工。除
了活细胞成像平台等大科学设施，还包
括一批教育、医疗类的城市功能项目，
推动张江由“园”向“城”转变。

“未来，浦东新区还将进一步加强
服务载体和人才改革试验区建设，切实
增强创新的‘磁效应’和‘场效应’。”杭
迎伟表示。

做好精细化管理 感受民生的
温度

“我们小区老龄化严重，希望设计
师在保证停车位数量的同时，一定要保
留老人的生命通道。”“设计方案中有考
虑您的建议……”在浦东的市新小区服
务站，10位社区居民代表正在会议室
举行美丽家园建设听证会。

走出服务站，不远处的“第二客厅”
里，汝阿姨正与小区里的姐妹们一起上
插花课。汝阿姨说：“老年人的很多事
情在家门口的社区服务站就能办理，只
要‘动动嘴’，政府工作人员就能替我们

‘跑腿’完成。”
建设“家门口”服务体系，打造15

分钟服务圈，已成为浦东“改革为民”的
新标尺。浦东新区发挥试验田作用，推
进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全面
取消街道、乡镇招商引资，强化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职能，像绣花一样将城市
管理做精做细。

每一天，人们都在见证浦东的点滴
变化——去年底黄浦江东岸22公里公
共空间贯通开放，完成了从“生产岸线”
向“生活岸线”的华丽蜕变。全区还将
建设2个郊野公园和5个楔形绿地，占
地面积超过78平方公里……

在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森林”里，藏
着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融书房”。大
大的落地窗、开放式的台阶，让读者随
时以最轻松的姿势阅读。看书倦了，还
可以去露台上喝杯咖啡、看看街景。

浦东新区文广局局长黄玮说：
“既要高颜值，又要有内涵，一个美好
的公共文化空间，要为老百姓的生活
而创设。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既能
在里面看书学戏，又可以拿起手机拍
照发朋友圈。”

坚持财力有一分增长，民生就有
一分改善。浦东新区提出，要把改善
民生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人民群众。

（新华社上海10月10日电）

上海浦东：在改革开放“无人区”
留下探路者足迹

这是在地处阿克苏河上游的温宿县托甫汗镇阿亚克其村拍摄的一处由生态防护林守护的稻田（9月23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