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 有一道
南北长60多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的绿色屏
障，静静守护着母亲河黄河和银川平原。这片
绵延的绿洲，见证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记
录了一位传奇人物40多年的坚持与梦想。

他是王有德， 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人民楷
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1976年， 王有德进入林业系统工作；
1985年，他调任白芨滩林场副场长，面对的
却是一个尴尬的开场———林场生产已多年徘
徊不前，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三分之
二的人要求调走。

先治穷，让职工富起来；再治沙，让沙漠
绿起来！深入调研后，王有德大刀阔斧实施改
革：精简后勤、实行工效工资、林业生产任务

包产到人……改革当年， 林场造林5093亩，
创收17万元，实现了大逆转。

为筹集更多治沙经费， 王有德顶着压力
四处贷款创办实体， 利用冬季造林闲暇组织
职工外出打工……沉寂多年的场子开始重新
焕发生机。 王有德开始带领职工在流动沙丘
固沙造林，向沙漠宣战。

“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才能实现治
沙事业可持续发展。” 王有德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通过多年改革创新，他探索建立了“宽林
带、多网格、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林农
牧副多业并举”等多种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
“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目标，为国内外
沙漠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 王有德和职工

们风里来沙里去，以“宁肯掉下十斤肉、不
让生态落了后”的拼劲，营造防风固沙林60
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
沙漠的南移和西扩，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伟
大壮举。

虽然已退休， 王有德仍然每天在防沙治
沙一线忙碌。

马鞍山毗邻银川市河东机场， 一度因乱
砍滥伐、乱采乱挖生态破坏严重。为确保机场
正常运行和百姓安全， 王有德每天带着妻子
早出晚归打田埂、栽树，发动社会力量开路引
水、削高填低、清石换土……他的举动感动并
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其中。2014年， 王有德募
集资金发起成立了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
展基金会。

5年来，基金会在这片荒滩上建成了拥有
40多个树种的生态植物园，占地2000多亩的
防护林， 栽树100多万棵， 生态治理7000多
亩，昔日荒滩换上了绿装。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要在治沙播绿
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有德说。

（据新华社银川9月29日电）

� � � �他为石油而生。 是他， 挑战油田开发极
限，推动大庆油田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
吨以上，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奇迹，为祖
国建设、发展源源不断地“加油”。

他叫王启民，大庆“新铁人”，“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1960年，还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的王启
民，来到刚开发的大庆油田实习。“当时，几万
会战职工住地窨子、啃窝窝头，人拉肩扛、爬
冰卧雪也要为国家找油。” 他被这种场景震
撼，毕业后毅然重返大庆。

当时， 外国专家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他
的心。“他们说， 中国人根本开发不了这样复
杂的大油田。”王启民回忆。

王启民等几个年轻人写了一副对联———
“莫看毛头小伙子， 敢笑天下第一流”。 横批
“闯将在此”。“闯中有马，我们把‘马’字写得

大大的，突破了‘门’框。”王启民说，我们一定
要闯出天下一流的开发路子来。

挑战迎面而来。“大庆油田地下构造千差
万别，有富油层，也有薄差油层，怎么能以同
一个水平开发呢？”王启民质疑。通过不断试
验，他提出“非均匀”注采理论，使日产百吨以
上的高产井成批涌现， 为大庆油田原油上产
提供了重要保证。

上世纪70年代，一面是国家急需更多的
原油，一面是随着开采程度加大，油井平均含
水明显上升，油田开发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吃、住、办公几乎都在现场，王启民和团
队坚持了10年。3000多个日夜， 他们白天跑
井，晚上做分析，和无言的地层“沟通”，终于
绘制出了大庆油田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
饱和度图， 揭示了油田各个含水期的基本规
律，发展形成了“六分四清”分层开采调整控

制技术。1976年， 大庆油田年产原油攀上
5000万吨。

为接续高产稳产， 王启民又把目光瞄向
了表外储层，这是被国内外学界认定为“废弃
物”的油层。“这些油层虽然薄、差，但层数很
多，储量丰富。”王启民认为，既然禁区是人设
定的，就能打破它。

在质疑声中，王启民带队对1500多口井
逐一分析， 对4个试验区45口井进行试油试
采，终于找到了开发表外储层的“金钥匙”。这
项技术使得大庆油田新增地质储量7亿多吨、
可采储量2亿吨。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吃苦就是最基本的
准备。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
产。”这是“新铁人”的宣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庆油田主力油层
含水超过90%。 王启民坐不住了， 带队开展
“稳油控水”技术攻关，使3年含水上升不超过
1%。到2002年，大庆油田实现了连续27年年
产5000万吨以上的高产稳产。

如今，83岁的王启民还坚持每天来到办
公室。“要有铁人的‘拼’，‘十年磨一剑’的
‘傻’，向各种人物、事物学习的‘智’。”这是王
启民自创、秉持的新“三字经”。

从23岁北上来到大庆油田， 王启民奋战
在这片热土，整整60年。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30日电）

———共和国荣光

� � � � 1927年，国外某桥梁专家在南京实地
勘察后，留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
然而，1968年，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
方， 一座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特种钢材建造
的大桥，建成通车了。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经历了10年时
间。1958年11月，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
会成立。1960年1月，大桥主体工程江心桥
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员潜入水下60多
米，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到1966年4
月， 江中9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1968

年，大桥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建设者们全力
以赴，全市人民也热情援助。

大桥建设者们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划
线工“量体裁衣”，节约钢材；钢筋工精打细
算，不浪费一根钢筋；电焊工连用剩下的一
寸长的焊头也舍不得丢掉。

经过建设者和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
1968年9月30日，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
成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4588米， 铁路桥
长6772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
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
员所创造的大量新工艺、新技术达到了当时世
界的先进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扬子江上架钢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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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说
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
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10
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
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
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
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 拉开了建
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
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
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 南京汽车制造
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
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

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

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
万多台设备， 组成了500多条生产作业线
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
就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
设， 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
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
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 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
西北的十堰市， 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
叹： 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
这片荒山野岭， 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
现代化汽车城！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 � � �有这样一条铁路， 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
达累斯萨拉姆， 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
姆博希，越过“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
全长1860.5公里。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
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60年
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但是，
由于一些国家的封锁， 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
临很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界
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
毛泽东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
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
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
路。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
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
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
协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
任何条件的贷款，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
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

1968年5月， 中国派出勘探人员在极
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进行全线勘测
设计。 坦赞铁路于1975年10月试办运营，
1976年5月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
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
路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中非友谊的丰碑“新铁人”王启民：

一生为祖国“加油”

王有德：

在治沙播绿中实现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