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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会见“当代愚公” 
 

编者按：2015年 7月 8日，在陕西调研期间，王岐山会见两位治沙模

范，牛玉琴、石光银几十年如一日，治沙几十万亩，植树几千万棵。遥

想当年中央提倡西部大开发，众智囊献计献策，殚精竭虑，强调高科技，

包括学美国在沙漠开赌场、红灯区……无独有偶，牛玉琴、石光银都是

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别人种树不活，他们种树就活，双双全国“五一劳

动模范”。2000 年夏天，我们和邓英淘在陕北调研，有幸到访二位家

中。从石光银处返回县城，途中巧遇沙尘暴，迷失了方向，完全看不见

路，多亏循犬吠找到一户人家，些许领略“当代愚公”沙漠里摸爬滚打

一辈子的顽强和辛苦。 

短暂人生，白驹过隙。功名利禄，过眼烟云。“瞬间铸就永恒。”

掷地有声！说的是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犹如佛说：当下即是。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的执着追求，超越了有限生命。人间随处有乘除，

行行出状元。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

 
2015年 7月 8日，王岐山在榆林市空港生态区林业展览馆 

同防沙治沙优秀代表牛玉琴、石光银亲切交谈。 

 

一户治沙 11 万亩！ 
— 靖边县农民牛玉琴访谈纪要 

 
2000年 5月 13日下午，课题组部分成员邓英淘、王小强、杨莹到

陕西省靖边县东坑乡，与个人承包治沙典型、全国劳动模范牛玉琴座谈，

东坑乡乡长刘岳山，东坑乡土地管理所尚俊宏，靖边县水利水保局副局

长段云瑞在座。 
 

牛玉琴：我是 1985 年开始治沙的，当时承包了一万亩，都是流动

沙丘，一共交了 75 块钱，承包时间是 15 年；1996 年又承包了两万多

亩沙荒地；1998 年又在内蒙承包了一万多亩，70 年的合同，一次性交

了三万五。在沙漠里主要是种树，种了 30 多万棵杨树，还种了一些能

在沙漠中生存、抗旱能力强的沙柳、柠条、沙棒等，主要起固沙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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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打了四口流沙井，是当时的省长牵的线，省水利局帮忙打的。养了

五、六十只羊，七、八十头猪，十四、五头菜牛，还准备上舍饲养小尾

寒羊，立体开发，在农田上种草，以牧促林。现在养殖上的年收入有四、

五万元，农业主要是口粮和饲料，家里有 15口人，人均三千来元钱。 

当时，1985 年开始治沙，想法是家里很穷，婆婆是精神病，这里

原来都是沙梁，多年来都是沙进人退，越来越穷，如果能把沙挡住，就

能多种些粮食，吃饱肚子。以前大拨轰时，只是有点想法；包产到户以

后，就想可以大干一场了。那时，我们家九口人，人均三亩耕地。我和

我老伴张家旺 1983 年时，曾经在沙漠里试栽了几棵树，全活了。就有

了想法，当时我家最穷，没有树苗，也没有劳力。1984 年冬天，我们

原准备联合几户一起干。可他们对承包信心不足，不愿干。我们就申请

单户承包，大队上研究后同意了。1985 年元月签的合同，我们还到县

里公证处作了公证，觉得保险点。当时的议论很多，有人说我们是“愣

汉”（陕北话，意思为傻子），说等你种下一大片树，国家再都把树都

收走；你有这么一大片地，成地主了，再有运动，等着喷气式 90 度让

人撅下挨斗吧。我们想我们只是想治沙造林，不是剥削人。当时承包一

万亩地，其实就是凑个整数，好算账。 

我们的规划是“一年摆上，三年补齐，五年见成效”。造林要资金、

要树苗，我们家当时很穷，没有钱，要贷款也很困难，人家不给。我就

把我养的二百多只蛋鸡连鸡带蛋全卖了，一共得了二千五百块钱。资金

准备好，准备大干时，老伴发现得了骨癌，没有办法，只好让二儿子退

学回家，当时他 12 岁，正上小学。谁知祸不单行，我那时生活、思想

负担都重，又得了阑尾炎，只好住院动手术。我第五天就出院了。回家

后自己拆的线，还学会了自己打针，因为老头出院后也要不断打针。老

头也提前出的院。我忙外面的事，他在家坐阵指挥。那时大树苗八分一



 4

棵，小树苗是五分，我只能买最细的，一分、二分一棵。我承包的沙地

离家有 30 多里路，过去都是流动沙丘，走一步，退半步，带上馍馍在

沙漠里吃中午饭，吃一个馍馍带着二两沙，条件很苦。但是，我想，只

要能成功，再苦再累也不怕。早上四点起床，背着树苗进沙漠里种树，

晚上回来后做饭、喂猪、照顾老人。从 1985 年开始，年年与沙斗、与

病斗，一点一点地干，愚公移山。1988 年，老头去世了，先后做了七

次手术。老头没了以后，还有人劝我改嫁，劝我别干了。 

1988 年，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89 年，县里奖励治沙模范，

给了一万株大杨树苗，还有柠条，我很受鼓励。我在沙漠里搭了一间房，

住在沙漠里。1996 年，我到北京参加妇女“双学双比”会以后，信心

更足了，又发展了二万多亩沙地。1998 年，我又与内蒙签了合同，承

包了一万多亩。干了这多年，钱没挣下什么，但荣誉是最高的。我是老

农民，不怕苦，不怕累，活到老，种到老，能种多少种多少。 

1992 年，我办了所“旺琴小学”，取得老头的一个“旺”字，我

的一个“琴”字。有四、五十名学生。我是文盲，不识字，但希望小孩

子能多学知识、文化。乡里还有六万七千五百多亩沙地没有治理。1999

年春季时，我和一道湾村学校商量，联合承包下来，作为学生栽树教育

基地，让两千多名学生在春、秋两季各种一天树。一是教育学生保护生

态，二是培养学生吃苦精神。沙漠地一个学生一天能种上 250棵树。去

年种了一万五千亩，今年春季植了一万五，秋季准备再建些沙障固沙，

明、后年就种完。 
 

课题组：你没上过学，也不识字，那你的治沙技术是怎么得来的呢？ 
 

牛玉琴：我的这些治沙技术主要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边干边学。

“下坡种沙柳，上坡栽草方格，沟里种杨树”、“前面挡，后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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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可以就地取材。 

现在治沙也要出效益，我正在上立体项目，搞农、林、牧多项收入。

种优质饲料草；还养猪、羊，这样农家粪也多起来了；还搞了移动喷灌，

就不用平地了，也不用修渠了。50 亩地一口井。农田上种玉米、十几

亩的紫花苜蓿，还种些杂交酸膜（大叶菠菜），它蛋白太多，不好消化，

与玉米杆掺杂着喂牲口。去年，我们这里大旱，机井发挥了大作用。现

在已种了五百多万棵杨树。杨树最粗的直径有 20~30厘米。林业间伐可

以有些收入，但我种的树舍不得砍，都是自己用，没有卖。沙柳平茬可

以烧柴。 

我们这儿的沙地下有水，20 厘米以下就是湿沙，有些地方十五、

六米出水，有些地方三、四米就能出水。沙漠蓄水能抗旱，去年这里大

旱，平原地的树都旱死了，沙漠的树就没问题。 
 

 
课题组成员与治沙模范牛玉琴（中）座谈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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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190 贫困户治沙 20 万亩 
— 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访谈纪要 

 
2000年 5月 14日，课题组部分成员邓英淘、王小强、杨莹在陕西

省定边县十里沙村和海子梁乡与全国劳动模范石光银座谈。石光银联合

190 户贫困户农民共同承包治理的 20 万亩沙地，课题组参观了几处地

块，县水利水保局副局长高智义同往。 
 

石光银：我是从 1985年开始，在海子梁乡联合沙区周围五个乡镇、

八个行政村的 127户贫困农户，其中包括内蒙的三户贫困户，都是生活

过不下去的人家，自发地组织在一起，以我的名义贷款，共同承包治理

六万多亩荒沙地。现在这个十里沙村的移民是从 12 个乡镇迁过来的，

包括南部白于山区的，这些农户都是比较穷的，把沙地治理好以后，就

可以开发利用，脱贫致富。我们主要在沙地搞水浇地，这个村 34 户人

家，有 34眼机井，都是多管井，井深 13米。这里原来没有一点水浇地，

经过治理，水利部门协助，提供水泵等等，现在已有 4000~5000亩水浇

地，人均三亩半水浇地。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好，治理采用各种形式，种

草、种林和治沙，因地制宜，什么形式效果好就上什么措施。从扶贫出

发，先治理后开发。沙地开出来治住后，第一年就可以种上小麦，只要

给地里上一些农家肥，第一年小麦就能产二、三百斤。我们也种一部分

苜蓿、沙打旺、草木樨。农家肥主要是向定边城买，头一年刚迁过来时，

我光买粪就花了三万多块钱，一三轮车牛、羊粪要 80 元，一车人粪要

280元。现在农户养了牛、羊、鸡等牲畜，农家肥也有了一些。我们的

经验是地里必须上农家肥，上化肥不长，如果再垫点土，总产量就能上

两千斤。采用小麦套种玉米、黑豆，小麦亩产八百斤，玉米随便产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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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一千二、三百斤，沙地能变成吨粮田。 

我们承包治理的荒沙地主要有三块。1985~1986年，承包治理荒沙

地 61840亩；1997年，又承包了国营林场五万亩；还有盐化厂七万亩，

由我提供技术和部分种苗，造下的林子是他们的。到现在，一共承包治

理的荒沙地将近 20 万亩，发展到 190 户，七、八百号人。农户刚迁过

来头二年，我提供林场的房子给他们住。去年开始统一规划盖房，公司

先借给砖、椽子，先记账上，因为我们公司有砖厂。 

省里每户给扶贫款五千元，每户再从农行扶贫办贷款五千元，又以

我石光银治沙项目名义贷款，现在贷款余额 350万元，一年我背的利息

就 28万元！这些钱由公司统一规划，买树苗，治沙。农户迁过来以后，

除了种地以外，在造林、育苗期间，公司一天付给 15~20元工资造林，

这样农民也有一些收入。这几年来，我们公司接受了 190户扶贫户。其

实，解决扶贫户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号召他们来我这儿。但是，有些

事不解决，通不上电，扶贫款不到位。这些年来，林业上给我解决的苗

子很少，水利水保上提供过一些苗子，补点钱买苗子，帮助发展水利。

我造了这么多林子，国家仅投资三万元，是 1987 年地委书记给的，钱

用在买钢丝绳、建围栏上了。我们的围栏东西有一百多里路。到 1997

年，我才从农行贷到了 350万元。这之前借的都是高利贷，二分四的利、

五分利都借过。如今，我一年光背利息就有 28 万多。买苗子，你没有

现款，人家不卖给你，也雇不到人手，过了造林季节就没法子了。从国

家农行贷款很困难，人家农行都怕我们治沙的，因为没有抵押。治沙、

造林社会效益大，但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 
 

课题组：你已经造了这么一大片林子，也还了不少贷款，很有成效

了。现在银行的观念是不是改变了，愿意支持你贷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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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银：现在也不行，你拿沙地抵押，人家不要。一旦你还不上款，

沙地也变不了现嘛。所有的项目款都是贷款，包括在 350万里了。公司

是群众股份制的，群众是贫困户，钱也没有，苗子也没有。我老石贷款

买苗子，有的群众有能力造两百亩林，我就包给你两百亩林的苗子；你

有能力干多少，我就给你多少苗子。这么着，才能造了这么多林子，沙

地治理才能这么快。从我的考虑，治沙与扶贫相结合，才能扶贫快，治

沙也快。但咱们这里大部分是防护林，不让砍，间伐也没有适当的好政

策。 

我承包的六万亩沙地的林业收入，国家占二成，公司二成，个人六

成。公司的二成主要是护林人员的工资，个人是干得的。可是，有事都

找我，不对各户个人，我算是总包工头。公司有八个护林员，管理人员

包括场长、经理、会计、出纳、保管等所有在内一共 13 个人，其它都

是各个砖场、种苗场里的。公司实行统一调配资金，各场独立核算。贷

款下来后，公司根据各场生产情况拨款，各场每月定期报表，汇报使用

情况，怕资金浪费。各场均有农户，也有聘请的外面人。大多数的农户

不在场里干活，主要是经营自己的承包土地。农户种水浇地的收入不抽

成，是纯收入。海子梁乡的 127户，人均两千斤粮，人均两千元纯收入，

算是好的乡了。1999年，定边县人均收入才达到 1600元，1998年只有

863元。我们是鼓励种水浇地，种水浇地，公司一分不抽；要是种旱地，

一亩就要罚 20 元。我们不鼓励开荒，而且限制开荒。种水浇地，产量

高，地里地外可以长草，水土流失少。这里的土地薄，一种旱地，很快

就沙化了。 

贷款的还款是农户分户负担。但是，开始时农户没有钱，都统一由

我先垫付。海子梁乡 127户的 240万贷款已经基本还完。到现在一共累

计还银行贷款 500万元，还有 350万的贷款没有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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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到你这来的农户是以什么途径过来的？ 
 

石光银：到我这来的全部都是困难户。县上宣传，说老石那里搞扶

贫户治沙，可以报名。农户先报名，公司通过他们原住乡了解核实以后，

才能决定是不是让他们参加。先要考核他们是不是真的穷困户，是不是

扶贫办在册的，否则没有五千元扶贫贷款；再有就是要有干活能力。如

果是懒汉懦夫我不要，二流子我不要；老弱病残我不要，社会流氓也不

要。 
 

课题组：这样发展下去，你将来准备扩展多大的规模？觉得最困难

的问题是什么？ 
 

石光银：公司想再经过五、六年的治理，发展水浇地一万亩，搞一

万亩稻田，这里的水质相当好，是自然水。水浅，一米就能见水。旱地

全种上经济林，主要是酥梨，今年已经种上了 150亩。经济林搞起来，

即使不好卖，也比种粮食强。再发展养羊，现在公司户户都发展羊。林

子大起来以后，可以间种些草放羊，譬如像沙打旺。现在我们还不行。

人均一亩草、一亩经济林，一亩粮食，就够吃了，再搞养殖业，养些羊。 

发展起来，最困难的问题是资金。开发大西部，大政策是好的，就

是有些款项落实不了。像贷款要申请，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刚刚从北京

回来，上上下下都熟了，还觉得好些事情不好办。二是治沙二、三年不

能见效，人家怕你保证不了还款，所以申请贷款特别不容易。我前前后

后共还贷款五百万元，被农业银行评为二级信誉企业。省农业银行行长

来我这儿考察时，就曾经问我：不让你间伐木材，你能保证还上款吗？

我只能说不让间伐，是政策上的事情。国家鼓励种树、退耕还林，林造

起来了，沙治住后，林业上不让间伐。树种起来以后要间伐，自己种的

树要砍伐也要砍伐证，一方要 18 块钱，还要加上各种税费。森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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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策是好的，具体执行起来，就有许多问题，国家应该制定些符合具

体情况的小政策。现在许多部门政策都有矛盾，环保、水利、林业上，

各有说法。我想国家西部大开发，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国家成立了生

态办，那就由它一家来管理，各个部门就不要再管了，我们下面的人也

好干些；否则，老百姓哪有精力到这些部门去磕头。现在又成立了秀美

办。越多越不办事，成立越多越糟糕，大家都争，争项目，争投资，你

管这个，我管那个，最后真正到了治沙项目上，就没钱了。我们是顺民，

不是刁民，不是不愿意被政府管。问题是你政府要清楚究竟该哪个机构

管。 

再一个问题是，现在退耕还林，每亩补助 200斤粮食；可治理荒沙

地，却一分钱补助也没有。你不想想，退耕的地是生态破坏以后的退耕。

不继续破坏生态了，国家都有奖励；真正不仅不破坏，而且还治沙的，

什么说法也没有。这样今后谁还给你治沙？国家对治沙投入的太少，像

我承包治理好的国营林场的五万八千多亩地，经过评估，价值三千万元，

我想全部上交给国家，让国家给群众一些造林劳务补助，我再用这钱，

进一步去治沙造林。可现在政策体现不了。我老石种了这么多的树，我

已经 52 岁了，吃喝还能花多少钱？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还不都是为了

国家生态治理，为了群众早日脱贫致富。省里号召向我学习，奖给我五

万块，奖给公司 40 万。我们开会讨论，都分给群众了。不能打击群众

治沙造林的积极性，要不以后谁还跟你干？但是，这点钱，解决不了我

们扩大治沙规模的问题。 

再有就是体制不行。国营林场国家能给补助、能给育林基金，还是

搞不好。可是，像我们这样的民间治沙公司，贷款问题还解决不了。还

有一个问题，国家对没有干起来的就给投资、给贷款；像我们这样干起

来的，就一分钱也不给了。结果，不干的继续不干，共产党给我钱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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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我钱，我就不干；可是我们是真干的，就不管了，这不是“鞭打快

牛”？ 

定边对环保和水利宣传的太少。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好，我们能通上

电，我再搞上 20 万亩沙地也不成问题。过去我们这里是一片荒漠，没

有居民，所以没有行政村。没有行政村，电力上就不给拉线通电。我老

石弄了 190户、小八百口人，这么长时间了，最近才同意十里沙成了行

政村。成了行政村，就可以拉上电了。现在很多人到我这报名，要承包，

造林治沙致富。可是我不敢要了，我这里已经解决 190个贫困户了，再

多了我也承受不了，公司也会垮的。太难了，沙漠治理起来，就要开发；

要么我把种好树的地上还给国家林场，你给群众些劳务费，我用这钱再

去治别的地方；要么你让我间伐卖些树，少收些这费那费。这费那费都

收下来，我卖木材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如果只让种树，不让开发，经济

就循环不起来。我的经验是治沙一定要与扶贫相结合，这样脱贫、治沙、

绿化都快。我跟你们不能说太多，有些具体部门的工作，要我们自己一

点一点做工作。说多了，我们以后更麻烦。 

治沙实在是太难了。今年 25 次沙尘暴，到现在没有一滴雨，我们

种的杏树苗让沙尘暴打死了三次。天气这样下去，你们路上看到的美国

引进的大扁杏，还得完蛋。 

我老家就是这里，海子梁。我四岁时在这里放羊，一场沙尘暴，把

我连羊群一起刮到了内蒙古。当地一家牧民把我救下来，我父亲顺风找

了四天，才把我找回来。可是，和我一起的另外一个孩子，再也没有找

回来。从那时起，我小的时候，就下决心治沙。我一个字也不识，却有

股倔劲。我 18 岁当生产队长，马上就开始植树治沙。我不图什么，我

今年 52 岁，现在种好的树，我一天砍一棵，吃香喝辣的也吃喝不完。

一共种成了多少树？我不可能数清楚。我第一次承包林场的六万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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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面来了一伙人评估，一棵一棵数，最后数不过来，齐胸高以下的

不算，数了一个多月，数了六千多万棵，估值三千万元。如果说老百姓

房前屋后、十亩八亩种些树，是为了致富。我种了六千多万棵树，吃得

完用得完吗？我儿子、孙子一天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呀！我当了全国

劳模，省上、县里都支持。抱怨这些不是为别的，我就是要治沙，什么

也不图。我希望多一些资金，或者允许我经营，周转开来加快治理这

20万亩沙地。 

 
 

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 

杨莹整理1 
 
 

                                            
1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编著：《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351~354、355~365页，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01（http://www.strongwindhk.com/product/7801094557.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