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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广袤沙
漠，浩瀚无边。然而，诗情画意之外，我们
要面对的，是被称为“地球癌症”的土地荒
漠化的严峻现实。荒漠化不仅使生态环境
恶化，让土地生产力衰弱，威胁江河安全，
还进一步加剧了沙区人口的贫困化。

荒漠化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可喜的

是，我区荒漠化土地正在逐年递减，实现了
从“沙进人退”到“沙退人进”的重大转变。
而这背后，正是无数个像虞毅一样的人的
共同努力和付出。

注重环境友好，绿色发展是治沙的根
本所在。防沙治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
是水土保持，这是沙区植被建设是否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虞毅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业内领先的生

物降解聚乳酸纤维沙袋沙障技术，这对于广
袤的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化治理有着
深刻的意义。盼望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能
够尽快实现生物降解材料节能减污的规模
化效应，实现荒漠化绿色治理的美好愿景。

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内涵中尤为厚
重的一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广大科
技人员在防治荒漠化的实践和科学研究
中，实现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成果，为治理荒漠、分享经验打下坚实
基础，也为亮丽北疆建设和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 记者手记

]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局驻陕坝镇满天
红村第一书记王军，从事科技工作 20 多年来，
一直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广农村实
用技术，确保农民依靠科技致富增收”为目标，
积极推广、普及科学知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服务。

2017 年，他正式加入到“科普中国”这个
大家庭，从当初对“科普中国”的零认识、不了
解，到现在分享“科普中国”已经成为他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分享科普知识、传播
正能量是我每天必须做的事情。”王军说。科
普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跨越
提升、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支撑手段和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巴彦淖尔市科普志愿者、科
普带头人，王军充分发挥“互联网下抓机遇”的
担当，最大限度地扩大科学传播的覆盖面，坚持

“科普中国”每日推送 100 余篇科普文章。截至
6 月 8 日，他已连续签到 343 天，分享文章总数
达 11230 篇，经验值为 10734，基站分享量 420
个，分享特色农产品 3967 次，居巴彦淖尔市前
列。同时，他用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和亲人，积极面向村民、同事及其他社会公众，
让他们都加入“科普中国”，成为“科普中国”的
受益者和传播者。

任驻村第一书记后，为了把管用、适用、易
用、爱用的科普信息精准送达村民手中，让广大

村民通过“科普中国”这个平台全面了解有关生
产、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他利用走访贫困户、
低保户、残疾户的机会，为广大村民普及农业科
技知识；利用宣传扫黑除恶和精准扶贫相关政
策的机会，引导贫困户及村民注册“科普中国”；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讲党课、学科技，引导广大
党员注册“科普中国”；动员村、支两委成员及村
民小组组长注册“科普中国”；在镇、村、组、企业
发放杭锦后旗科协编印的“科普中国”注册指
南，带动广大村民积极加入“科普中国”这个大
家庭，学会利用手机及时掌握实用技术，学习更
多的科普知识。

“科普中国，关注时事、了解健康、解读政

策、辟谣应有尽有，科学、权威、精准！科普传
播，贵在坚持！从开始的不被认可到现在的经
常被点赞、被转发，享受这个转变的过程，我感
到很幸福，很有成就感！”这是王军加入到“科
普中国”这个大家庭后发出的感慨。

2019 年，王军被内蒙古科协授予优秀科普
信息员称号。面对这一殊荣，他表示，将紧随科
普中国的步伐一直前行，用自己的行动感染身
边的每一个人，积极营造讲科学、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周亚军）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在线

你知道吗

壮美 70 智“惠”草原

驻村第一书记王军：矢志不渝传播科普 助力提升农牧民科学素质

沙障，是许多沙地及荒漠化地区用来固定流动性沙丘常见的一种工具
在沙区防风固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虞毅带领团队对传统沙障材料进行技术创新
研发了“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纤维沙袋沙障治沙技术”
使传统治沙“魔方”实现了兼具环保与耐用性的升级换代
在防沙治沙工程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推广应用效果

□本报记者 白莲

夏至过后，阿拉善盟境内的乌兰布和沙漠
吉兰泰盐湖周边，沙米、沙蒿、沙鞭等各种各样
的野生沙生植物“野蛮”生长着，一眼望去，让
人顿觉清凉。

然而，十几年前，这里曾是光秃秃的一片，
“除了沙子，还是沙子”。科学治沙，要靠技术
创新。新一代“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纤维沙袋
沙障治沙技术”，让这片广袤的沙漠重新“染”
起那抹亮眼的绿色。

就地取材破解治沙难题

我区气候干旱、多风，土地荒漠化现象严
重。据统计资料显示，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
占国土总面积的 51.5%，沙化土地总面积占国
土总面积的 34.48%。我区境内荒漠化土地主
要分布在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市
和巴彦淖尔市。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促进天然植被恢复
和提高人工植被成活率，首要条件是维持沙地
表面的相对稳定，因而设置沙障成为许多地区
植树造林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内蒙古农业大
学沙漠治理学院高永教授告诉记者。

沙障，是许多沙地及荒漠化地区用来固定
流动性沙丘常见的一种工具，在沙区防风固沙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曾被世界赞誉为“凝聚
中国治沙智慧的‘魔方’”。

然而，传统的植物材料沙障由沙柳、麦草、

稻草、芦苇等材料做成，使用寿命较短。近些
年来，某些地区使用的尼龙网、塑料方格等化
学材料沙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干燥、高紫
外线条件下容易老化碎裂，导致沙障的作用降
低，同时材料不能自然降解，对环境造成了化
学残留及二次污染，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越
治理，越退化”的恶性循环。

海归博士虞毅带领团队对传统沙障材料
进行技术改良，研发了“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
纤维沙袋沙障治沙技术”，使传统治沙“魔方”
实现了兼具环保与耐用性的升级换代。

“2007 年开始，我们首先在乌兰布和地区
使用了尼龙、腈纶、棉麻等 10 余种材料制成不
同材质的沙障进行实验，以期寻找一种更为坚
实耐用、更加环保的治沙材料。”虞毅告诉记者。

实验结果证明，可完全降解的新型高分子
材料聚乳酸材料对紫外线的耐受性特别优异，
在一般自然环境条件下，经过半年至 2 年的时
间就可以完全生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且无
任何化学物质残留。现在，经过 10 余年沙地试
验并大面积推广应用，该项技术在我区乃至全
国荒漠化防治领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防沙固
沙效果。目前，该技术已拥有自主专利，其可
降解性得到了业内人士及公众认可。

聚乳酸沙障是采用木薯、玉米、甜菜等植物
所含的淀粉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生成小分子
乳酸后，再经缩聚、熔融和纺丝等工艺加工后制
成的，是一种新型高分子圆筒管状沙障材料。

过去，由于运输不便等原因，导致沙障铺
设价格成本高且费时费力。聚乳酸沙袋沙障

解决了长期困扰干旱、半干旱区域环境治理工
作中沙障材料匮乏的技术难题，实现了“就地
取材、以沙治沙”的原始创新。

“沙袋内只需充填干沙，平铺于沙表面即
完成了聚乳酸沙袋沙障的铺设。同草方格等
传统沙障相比较，其铺设效率可提高 3 至 5 倍、
材料搬运量降低 20 至 60 倍。障体材料轻便，
真正实现了‘以沙治沙’的科学理念。”虞毅说。

白色网格勾画绿色发展梦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银肯塔拉生态景
区，远远望去，茫茫沙海中成片白色方格沙障
如同一张密织的巨大沙网，成为固定流沙的新
生力量。

虞毅告诉记者，目前，聚乳酸纤维沙袋沙
障可满足多种类型、多种规格的铺设要求，按
照固、阻、输等不同的防护目的，形成因地适沙
的完整的防沙治沙技术体系。

现地实验表明，聚乳酸纤维沙障明显降
低了近地表风速，增加地表粗糙度，长期保持
障内沙表面蚀积的稳定，促进植被恢复。与
其他平铺式沙障相比较，在抗障体掏蚀、沙埋
后复位容易、障内土壤水分条件改善等方面
具有优势，在防风固沙效益方面有较高的推
广价值。

“干旱、半干旱地区受水分条件限制，聚乳
酸纤维沙袋沙障材料难以充分吸水，材料酶催
化降解过程发生缓慢，因而，材料分子量的下
降程度非常有限。”高永教授说，经过不同地

点长达 8 到 10 年的现地铺设实验，该材料纤
维仍能保持足够的拉伸、顶破强度来充分包
裹障体内部的干沙，维持障体在沙表保持良
好的筒状结构，实现了长期、有效的防风固沙
效果。

经过在我区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
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巴丹
吉林沙漠等沙质荒漠化地区进行的近 10 年实
地铺设验证，通过多个沙区不同地域抗风蚀及
耐候性现地实验的验证，聚乳酸纤维沙袋沙障
表现出材料运输便捷、铺设方法简单、现地保
存寿命长、可完全自然生物降解等优良特性，
杜绝了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性，为低成本、高
效率机械沙障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在防沙
治沙工程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建设中取得良
好的推广应用效果，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
认可。

目前，生物降解聚乳酸纤维沙袋沙障技术
已经被列入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技术（输出）
项目储备库”。相信在当今重视科学治沙、追
求绿色治理的大环境中，该技术将会发挥更好
的示范效果。

荒漠化防治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
事业。我区沙漠面积广大，荒漠化程度危害
重，严峻的形势向人们发出挑战。在一代代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尝试下，新的防沙治沙创
新技术为我区荒漠化土地治理找到一条条切
实可行的途径。借助科技力量修复生态，打造
绿富同兴的沙漠亮丽风景线，是我们共同的

“绿色”中国梦。

““治沙魔方治沙魔方””
成就成就绿色梦想绿色梦想

浙江大学化学系范杰教授团
队用沸石棉纤维复合材料，制备出
一件“紧急止血救生衣”。该救生
衣外表与普通 T 恤没有区别，但能
在关键时刻止住喷流的动脉血，为
抢救生命赢得时间。该项成果近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范杰介绍，失血过多是意外创
伤致死的首要原因，大动脉出血则
十分凶险。作为血液从心脏通往
各个组织的交通要道，动脉内血液
的流速可超过 50 厘米/秒。一旦发
生破裂或损伤，在短时间内血液就
会大量流失。

常见的沸石止血产品是一种
粉状物，此前已被广泛用于重度出
血时的院前急救。但沸石止血产
品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导致伤口
灼烧，影响愈合。

范杰对沸石止血产品进行了
改造，将沸石材料植入棉纤维上，
制备出柔性、安全、便捷的新型止
血复合材料，并制作成衣物。在电
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止血衣的一
根根棉纤维上附着有许多小圆球，
直径在 5 微米左右。

“沸石止血不是简单的物理吸
附现象。我们发现，沸石能从血液
中捕获并活化凝血酶，使其持续高
效工作，从而大大增强人体本身的
凝血机制。沸石棉纤维复合材料只
需植入很少的沸石，就能够达到催
化凝血的效果，避免使用时的高温
灼伤和凝血酶失活问题。”范杰说。

范杰表示，沸石棉纤维复合材
料可制成用于不同伤口的止血产
品，可成为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的
保护装备，也可作为急救装备，在
交 通、地 震 等 意 外 事 故 中 发 挥 作
用。 （据新华社电）

一件“T 恤”
可能救人一命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设计出一种
可高效循环利用的塑料，能在分子
水平上拆解成类似积木的“零件”，
反复重新组合成外观和质地完全不
同的产品。

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
说，这种新型塑料名为 PDK（聚二
酮 烯 胺），可 以 完 全 回 收、反 复 利
用。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化
学》杂志上。

塑料是大量有机分子单体组成
的聚合物。生产塑料制品时，往往
需要添加其他物质来实现所需的硬
度、弹性、颜色等等。单体分子一旦
与添加剂结合就很难分离，导致许
多塑料制品难以分解成原料，回收
价值很低。

新型塑料 PDK 的特殊之处在
于，只要浸泡在酸性较强的溶液中，
单体分子与添加剂之间的化学键就
容易被打断，分离出原始状态的单
体材料，再次用于生产，实现“闭环”
利用。这类似于金属熔化、与杂质
分离后，可重新铸造成任意产品。

目前，废弃塑料制品回收率较
低，大部分作为垃圾被填埋或焚烧，
甚至直接进入自然环境。研究人员
计划在 PDK 塑料的基础上开发出
不同性质的产品，广泛用于纺织、
3D 打印、泡沫塑料等多个领域，取
代无法回收的现有塑料，大幅减少
对环境的破坏。 （据新华社电）

塑料可像
积木一样拆解
并循环利用

废气废水如何才能不影响生态环境？如
何让“放错地方的资源”产生价值？如何破解

“垃圾围城”困局？眼下，一些废物处理的新技
术、新方法正在运用中，成为守护世界蓝天碧
水的新力量。

生物降解是废物处理技术的“新蓝海”。
在浙江省杭州市崇贤街道，有一座神奇的“昆
虫农场”，一年能“吃”掉 3400 多吨餐厨垃圾。
这座农场的经营者，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副教授张志剑，附近的居民给他送了个雅号
——“昆虫教授”。

走进张志剑的农场，一排整齐的大棚映入
眼帘。大棚内是一块巨大的黑水虻养殖槽，槽
里铺着一层经过处理的餐厨垃圾。一群群正
在蠕动的白色小虫，正在消解着从附近运来的
餐厨垃圾。

“白色小虫”是黑水虻的幼虫形态。初春
时节，黑水虻幼虫从虫卵中孵化出来，经过 12
至 14 天成长为初蛹。在不到 2 周的时间里，幼
虫的体重会增长 2000 多倍，而这 2000 多倍的
增长，全部来源于它们吃下的餐厨垃圾。每公
斤黑水虻幼虫，能转化 4 公斤的餐厨垃圾，废弃
物的一次减量化达到 80%以上。幼虫及其排

泄物还能制成绿色有机肥进入市场销售。
张志剑说，黑水虻成虫虽然和苍蝇长得有

几分相似，但它既不爱动也很少进食，成虫生
命周期 2 周左右，不会携带病原微生物。

这项“昆虫吃垃圾”的技术，张志剑探索了
很多年。如今，这个只有几亩地的小农场每天
能处理餐厨垃圾 12 吨左右，基本上就地解决了
整个崇贤街道 18 万人口的餐厨垃圾处理问题。

假山，草地，绿树，锦鲤——走入浙江省长
兴县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机勃勃的美景让人很
难相信这里是铅蓄电池回收处理园区的一部
分。

从废旧电池回收，到破碎、分选、熔炼、精
炼，再到重新组装成电池，园区工作人员将每
一步分开操作：从废旧电池中分离出含铅物
质，重新炼成铅；分离出废塑料，重新制造电池
外壳；分离出废酸，提纯生产成浓硫酸，用于制
造电池加酸。

“一块近 10 斤重的废旧铅蓄电池经过多道
工序后，可以分解提炼回收 6 斤多再生铅、2 斤
多硫酸钠和 0.6 斤塑料，这些物质可以循环利
用，生产成新的电池投放市场。”园区负责人
说，相比于传统的原生铅生产方式，每生产 1 吨

再生铅可减少固体废物 60%，减排二氧化硫
66%。“处理过的水达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
可以用来浇花养鱼。”

长兴位于长三角腹地，铅蓄电池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起步，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该县一位负责同志介绍，从 2005 年开始，长兴

县开展铅蓄电池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整治，铅蓄
电池企业数量减少了，技术装备由手工操作转
向机械设备，治污装备实现全覆盖。

“电池废水搞好了，我们离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中国就更近了。”该负责同志说。

（据新华社电）

这些废物处理法令人大开眼界

虞毅团队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