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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马金顺 卢伟

  12年前，89岁的郭成旺老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

党员。宣誓第二天，他就让家人在老屋后的沙梁上竖

起了一面国旗。每天早上，他都要注视一会儿国旗。

  郭成旺带着一家四代人在毛乌素沙地植树造林，

至今已有30多年。

  “一靠政策支持，二靠法治保护，三靠全家努力，

有这三件‘宝’，我们干着更有劲了！”郭成旺的孙子郭

建军感慨道。

一家四代坚守于此

4.5万亩沙地变绿洲

  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毛团村出发，向北10多公

里便是今年101岁老人郭成旺的林场。

  2022年早春，记者进入林场，蜿蜒的土路两旁杨

树、樟子松高低错落，沙蒿、沙柳疏密不一。细细看去，

虽然雨水节气已过，但万物并未真正苏醒，还是一幅

“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很难让人想象这就是我国

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南缘。

  郭成旺家的小院，孤零零地坐落在林场腹地中

央。而这里，也是方圆5公里唯一的住户。院前，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沙梁上迎风飘扬，十分耀眼。

  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只有鸟

鸣声和牛羊的叫声，宛若世外桃源——— 这是记者走进

郭成旺家小院的第一感受。

  正在吃早饭的郭成旺和郭建军听到动静后从屋

里走了出来。

  “是来看我的林子的？一会儿让他（郭建军）带你

们去看看。现在生活好了，我也老了，你们年轻人要记

得多种树，种树好啊！”郭成旺看着眼前的林子感

慨道。

  郭成旺与大多数陕北老汉并无两样，戴着圆帽，

穿着黑棉鞋，虽已是101岁高龄，但耳聪目明，精神

矍铄。

  几十年来，郭成旺带着一家四代人坚守于此，一

步步将4.5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与此同时，郭成旺一

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沧海桑田的背后，

是一个个如郭成旺一样的治沙家庭，一代代人挥洒的

汗水，更是国家对绿色发展的不懈追求。

花甲之年承包荒地

战天斗地种树治沙

  “走，带你们去转转。”吃完早饭，郭建军从院外一

个存放工具的棚子里取出一台割灌机，启动去年9月

刚买的新款皮卡车，开始了一天的巡林工作。此项工

作，郭建军已坚持了10多年。

  “巡林主要是看看林地里哪些地方需要补栽新树

苗，哪些树需要修剪，另外还要防止有人进入林区放

牧，损坏树苗。”郭建军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巡

林全靠步行，一个人一天下来只能巡不到一半的林

子，现在有车了，转一圈林子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完

成了。”

  途中，车子在路过一棵粗壮的大杨树时停了

下来。

  “这棵树是我爷爷当年卖掉年猪换来的2000株树

苗中，唯一成活的一株。当年栽种的时候，树苗只有手

指粗细，1.2米高，现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说着，郭

建军亲切地环抱大树，就像怀抱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着这棵树，郭建军的思绪也回到了最初战天斗

地种树治沙的年代。

  “一开始栽树，这地方黄黄的，什么都没有，到处

都是光秃秃的沙梁。一刮风，沙子就飞起来了，眼睛都

睁不开。”郭建军回忆道。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曾是全国土地荒漠化

和沙化危害严重的地区之一。

  “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沙埋房屋人

移走，看见黄沙就摇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流传在

榆林的一段信天游。当时风沙肆虐的场面，老一辈榆

林人至今难忘。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

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

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1984年冬天，靖边

县开始实施荒山荒沙承包。

  得知这一消息后，已经63岁的郭成旺主动要求承

包荒沙地植树造林。很快，他便和政府签订了4.5万亩

流沙的承包合同。

  谈起爷爷在沙地里种树的初衷，郭建军挠挠头，一

脸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当时并没多么高尚的想法，就

想着弄点柴火烧，同时也能改善下自己的生存环境。”

  郭建军介绍，受风沙影响，当时虽然每家都分有

40多亩地，但庄稼产量很低，种的比较多的是糜子，每

亩地收成有一百来斤就算好的了。另外，那时候做饭

靠柴火，没柴火的话连饭都吃不上。“当时树又少，我

们村家家都缺柴，在沙地里种树也是生活所迫。”

  1985年春天，郭成旺拿着个人全部积蓄，跑遍了

全县8个林场，买下了5万多株树苗，带着一家老小向

荒沙宣战。

全家搬进大漠深处

摸索出了种树经验

  然而，在沙地上种活一棵树谈何容易，“刚开始那

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个晚上就被风连

根刮跑。爷爷第一次种树，一棵也没种活。”郭建军眺

望着远方的林地，声音有些低落。

  第二年，为了买树苗，郭成旺卖掉了家里养的年

猪，买了2000株杨树苗。据介绍，当地习俗是不管穷

富，过年时每户都要杀一头猪，这样来年春天就有猪

肉和猪油吃。郭成旺的这个决定让全家跟着吃了一

年“素”。

  “这光秃秃的沙梁，你能把树栽活？”“栽树能让人

吃饱饭？”当时，郭成旺在沙地里种树，村里有不少人

看笑话，还送给郭成旺一个外号———“犟板筋”。

  在郭建军的眼中，爷爷郭成旺是一个“想干什么事

就必须要干成”的人，“‘犟板筋’的外号真的很适合他”。

  幸运的是，种下的这一批树苗中居然存活了一

株。“当时爷爷跟我说，能种活一株就说明这里可以种

树。只要我们一直种，好好种，它就能成活。”说到这

里，郭建军眼中依旧难掩兴奋。

  也正是这株杨树，让郭成旺及家人看到了坚持下

去的勇气和希望。

  郭建军清晰地记得，当时住在村里，每天来沙地

里种树，来回要走4个小时。每天天不亮，郭成旺就带

着家人出门，扛着铁锹，拿着斧子，背着树苗、干粮和

水，一干就是一天。

  “因为风沙特别大，中午吃饭时，一家人要轮流把

干粮口袋捂到嘴上吃。这样风刮不走、沙吹不进。”郭

建军说着，不自觉地做起了当时啃干粮的动作。

  通过在沙地中反复栽种以及向林业部门请教栽

种技术，郭成旺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使得树苗的成

活率越来越高。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更好地看护树木，1990年

到1992年，郭成旺和家人做了3年准备，最终在沙地中

盖了4间土房，打了一口19米深的井，在没有路、没有

电的情况下，全家搬进了大漠深处，这一住就是20

多年。

  如今，这4间土房房顶已经塌陷、墙面裂开，无法

居住。2013年，家里又在距此不远的地方新盖了6间

砖房。

  “那时真的太苦了，也太孤独了。”短短十几分钟

内，郭建军这句话说了不下3遍。

  据了解，今年52岁的郭建军，在15岁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跟着爷爷种树。当时并没有什么收入，郭建军

的父亲郭喜和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种地务农上，为父

亲郭成旺种树做好后勤保障。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记者问。

  “我那会儿确实想放弃。”郭建军坦言。不过，郭建

军说，当时爷爷讲了两点理由，让他打消了放弃的念

头。“爷爷说，现在盖房子都需要椽，咱们杨树种得好

的话，多多少少还能解决一点经济上的问题；而且种

树多了，风沙也少了，收成也会好起来。”

  在爷爷的坚持下，郭建军就这么一直跟着走了下

去。“春季种的树死了，秋季接着种，秋季种的死了，明

年春天再种，就这么一直种下去。种上五六千株，活个

十几株，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在郭成旺及其家人的坚持下，慢慢地，山头绿了，

风沙少了，人们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了。

  2021年，与党同龄的郭成旺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

一家人欢声笑语围坐在一起，突然老人的眼圈红了，他

望着坐在自己身边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感慨地说：

“娃们，这么多年，你们跟着我受苦了，心里怨吧？”

  儿孙们一下子愣住了，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犟

板筋”老人还有这般柔情的一面，儿子郭喜和连忙走

到老人面前，半跪着说：“以前怨过爹，现在儿无怨。”

  一个“怨”字，是老人对家人的愧疚；一个“无怨”，

是郭家四代人无悔的坚守。

政策支持法治护航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据郭建军介绍，现在国家政策非常好，如他们目

前种植的樟子松，根据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相关政

策，种植70厘米的樟子松，3年包活的情况下，每一株

樟子松政府都会给补贴树苗钱和人工费共计22元。加

上政府的公益林补贴，以及自己养的一些牛羊，一年

下来毛收入也有40万元左右。收入越来越多，环境越

来越好，日子也越过越舒心。

  在政府支持下，郭成旺林场2010年通了路。2016

年，小院的电也通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购买了液晶

电视。

  “过去在治沙造林中，无论是运送树苗还是打坑、

栽树，全要靠人力，而现在普遍都是机械化作业，方便

了很多。”郭建军指着远处仓库里的大型拖拉机、推土

机说，为了购买机械，他们已投入了近百万元。

  郭建军这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2010年

的一天，已经89岁高龄的郭成旺把他叫到身边问道：

“我左手放了500元钱，右手放着一棵树苗，你要选哪

一个？”

  “钱能花完，而种树能让子子孙孙受益，我选树！”

郭建军毫不犹豫地回答。

  就这样，郭成旺把种树治沙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了

孙子郭建军。

  郭建军介绍，2010年以前，爷爷郭成旺承包的那

4.5万亩沙地已治理完毕。不过，那会儿主要种的是杨

树、沙柳等传统本地树种，生命周期短，病虫害多。

  “我接手以后进行了树种的优化调整，现在条件

好了，我一定要把这片林子打造得更好。”郭建军接过

“接力棒”后暗暗下定决心。

  一次，县里举办林业方面的培训，郭建军了解到

樟子松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常绿乔木，而沙漠里最适合

种樟子松。于是，郭建军及家人2012年就尝试将老杨

树慢慢替换为樟子松。

  聊到这里，郭建军发现不远处有几棵樟子松需要

修剪，便停下车从皮卡车后面取下割灌机，熟练地挎

在肩头，走到几棵樟子松前修剪起了多余的枝条。

  “樟子松最下端的这些枝条要剪掉，不然容易吸

收水分，还会影响樟子松继续长高。”郭建军边修剪

边说，“2021年我们已经将4.5万亩林地全部替换完毕，

现在基本就是陆续挖掉死去的杨树和沙柳，补种上

樟子松。”

  在郭建军看来，现在日子越来越好，除了得益于

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外，法治护航起到了根本性的

作用。

  郭建军说，树木种植后最重要的就是守护，“这片

树林是我爷爷用多年心血栽下的，我一定要管护好

它，这是我的责任”。

  但让郭建军颇为头疼的是，在巡林中经常会发

现，个别树木被毁坏或被牛羊等破坏。“仅靠巡林是无

法彻底解决的，我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2018年时，镇上对治沙家庭、蔬菜种植家庭进行

了法律培训。通过培训，郭建军了解到，如果出现前述

问题，可邀请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然后通过诉讼途径

彻底解决，如果需要走诉讼途径，镇司法所还会指派

法律援助律师免费帮助他们。

  此外，早在2012年，靖边县曾在全县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打击破坏林地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近些

年，为保护林地等生态资源，类似行动的开展在靖边

县成了常态。相关数据显示，仅2017年，靖边县林业局

全年查处林业行政案件48起，处罚48人次，林业行政

罚款48万余元；查处林业刑事案件5起，破获5起，移交

检察院5人。

  为进一步推进全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保护好来

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2021年9月，靖边县人民政府

印发《靖边县整治破坏林地草地行为恢复植被工作方

案》。截至2021年10月27日已恢复植被17500余亩（栽植

质量低的未计入）。2021年12月，为巩固破坏林地草地

植被恢复成果，严厉打击破坏林地草地、乱砍滥伐行

为，靖边县相关部门又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破坏森

林草原资源行为 切实维护生态安全十二条措施》。

  “政府不仅从政策上支持，更是从法律上保护我

们的权益，我们干得也更有劲了！”郭建军说。

努力提升经济效益

带领全村发家致富

  “生活好了，我也老了。”是郭成旺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如今，郭成旺虽然年事已高，不能再亲手种树、亲

自巡林，但他依然习惯在院外望望林子，时不时捡些

枯树枝抱回家。

  “我记得过去最期待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

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对此，

郭建军颇为自豪。

  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榆林每年以

1.62%的荒漠化逆转速率，不断缩小沙漠面积，栽种的

树木按1米株距排开，可绕地球赤道54圈。沙漠腹地营

造起万亩以上的成片林165块，其中樟子松人工林保

存面积达130万亩，防沙治沙的质量和水准大大提高。

  2020年4月，陕西省林业局发布消息称，榆林沙化

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荒漠化土地面积比1999年减

少472万亩。沙区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

定，实现了区域性的荒漠化逆转，而这也意味着毛乌

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版图“消失”。

  “事实上，沙漠根本不可能消失，只是经过我们几

十年的努力，使得沙地的表皮覆盖了一层两三厘米厚

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

又细的黄沙。”郭建军介绍，“那个表皮就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山梁上黑黑的那一层，到了夏天都会变成绿

色，只要这个表层不被破坏，风沙它就起不来。”

  问起下一步的打算，郭建军指着离院子不远处的

大棚说：“我去年尝试种了一些树莓，如果今年能挂果，

将会扩大种植面积，以后可以打造成树莓采摘园。”

  除此之外，郭建军现在正忙着在自己的林地里搞

经济林试验，初步种植了桃树、苹果树、梨树等，他希

望能让沙地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可能的话，还希望

带动全村人一起致富。

  “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正在摸索中，苹果树已经种4

年了。如果成功了，由于温差大，果实含糖量会比较

高，口感会好很多，就像儿子拿回来的新疆苹果一

样。”郭建军有些期待。

  郭建军的儿子郭涛是个“90后”，现在在新疆某地

当公务员。“我工作那个地方治沙也特别出名，所以我

就想过去学一些经验，以后回来推广，将家族几代人

的心血、事业传承下去。”郭涛说。

  “技术人员摸索的是技术，我们这是亲自实践，不

管哪种经济作物能种起来，当地农民的积极性都会被

调动起来。”郭建军认为。

  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

导，如今的毛团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现在

这里的蔬菜不仅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多个

省份，还出口韩国、越南等国家。

  谈起对儿子的期待，郭建军说，现在这里树木已

经郁郁葱葱，他希望儿子在此基础上，能把这里治理

得鸟语花香、四季花开。

耄耋之年光荣入党

老人圆了毕生心愿

  四代人的接力和传承，让绿色在毛乌素沙地生根

蔓延——— 这也是郭成旺当年最大的希望。

  凭着这份坚守，郭成旺于1992年被陕西省林业厅

等单位授予“治沙先进个人”称号、1996年因在三北防

护林二期工程中成绩显著被陕西省评为“先进个人”、

1999年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优秀乡村护林员”

称号、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水土保持个体承包先进治

理户，郭建军家庭也于2019年被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授予“森林人家”称号。

  对于这些荣誉，郭成旺非常珍惜，家里特意为此

打造了一间“荣誉室”。

  “党一直记得我，我高兴啊。”郭成旺指着墙上发

黄的奖状颤抖着说。

  郭建军也表示：“看到这些荣誉，就觉得这些年

付出的汗水以及几代人的坚守，国家都认可了，值

了！这将激励我们把这个事业继续搞下去，并且要搞

得更好。”

  相比这些荣誉，郭成旺最为看重的却是90岁那

年，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90岁高龄，为什么您还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者问。

  “共产党好，入了党，我的心就有了着落。”郭成旺

眼含泪水。

  “爷爷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共产党没来时，老百

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共产党一来，我们这村的老百姓

都能吃饱饭。从那时候起，他就记住了，这是我们老百

姓的党！”郭建军说。

  郭建军介绍，其实郭成旺在24岁时就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后来因介绍人不幸离世，档案一直没有完善，

这件事就被搁置了。后来他自认为没有干出什么成

绩，就一直没好意思再递交申请。

  郭成旺早些年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如

果我把这片荒无人烟、连草都不长的黄沙治理好了，

我就有资格申请入党了。”

  2009年，4.5万亩黄沙基本治理完毕，郭成旺鼓起

勇气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2010年

7月1日成为预备党员，次年光荣转正。

  一口井、一片林、一面旗。在靖边，很多人都知道

郭成旺——— 这位与党同龄、植树几十年、造林4.5万亩

的共产党员拥有的这“三大件”。

  一口井是指在植树造林之初，为方便灌溉，郭成

旺亲手挖下的一口人工井，它是郭成旺治沙造林的见

证者和记录者；一片林是指郭成旺带着家人种下的4.5

万亩林地，这是老人一生的心血和为社会留下的最宝

贵的财富；而一面旗讲述的则是郭成旺在2010年成为

预备党员的故事。

  “成为预备党员，回家第二天，爷爷就让我在老屋

后的沙梁上竖起了一面国旗。每天早上，他都要注视

一会儿国旗。”郭建军说。

  现在，国旗被移到了新房前的沙梁上。

  “这辈子能入党，是我最大的心愿，入了党，我的

‘腰杆’也挺直了。”郭成旺说。

  如今，被植被覆盖的黄沙、郁郁葱葱的樟子松、迎

风飘扬的国旗，在毛乌素沙地南段交相辉映，仿佛在

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家四代坚守着的绿洲梦。

制图/高岳  

毛乌素沙地一家四代的绿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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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①① 郭建军为樟子松修剪枝条。卢伟 摄

  图图②②  1990年至1992年，郭成旺和家人在沙

地中盖的4间土房。 马金顺 摄  

  图图③③  郭成旺（左）、郭建军祖孙二人每天都

要到林场转一转。 白凌燕 摄  

  图图④④  郭建军环抱着林场里第一株成活的

大树。 白凌燕 摄  

  图图⑤⑤  郭建军从地上捡起一块几十年才形

成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 卢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