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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河：“我不能无家可归”
今年 39 岁的马俊河出生于

民勤县夹河镇国栋村，村子南面
紧邻苏武山。 他听村里老人讲，
苏武山上曾有河，名叫“黑河”，
河水从苏武山往下流经村东面
的干河墩。

在马俊河出生前很多年，黑
河就不复存在。 也许，它曾对国
栋村很重要，但它太小，在整个
民勤绿洲上微不足道，不足以载
入官方历史， 没谁追问的话，人
的记忆也就和这可能存在过的
塞上河流一样模糊消失了。

从地图上看，处于我国西北
内陆深处的民勤， 就像一块楔
子，隔在两大沙漠之间，西边是
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东面是
腾格里沙漠。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这块绿洲原本就降水稀少而
蒸发巨大。 早年数据显示，整个
民勤降水量稀缺，年均降雨量仅
110 毫米左右， 年蒸发量却高达
2460 毫米，是降水量的 24 倍。

为了减少民勤进水量的蒸
发和渗漏，上世纪 50 年代末，民
勤开始修建红崖水库，替代原有
天然湖泊作为目前民勤县内唯
一的地表径流石羊河的新终端。
然而，在这座 “亚洲第一沙漠
水库” 建成后， 新问题出现
了———因为水库选址在民勤湖
泊进水的上游，石羊河末端的湖
泊失去了原有补给，加之上中游
过度用水、地下水超采，以及过
度垦荒导致的生态破坏等因素，
民勤重要湖泊相继消失。

传说中苏武曾在附近牧羊
的白亭海早变成了盐碱地，《水
经注》中曾“碧波万顷，水天一
色”的青土湖也不复存在———面
积一度达 4000 平方公里的青土
湖曾是民勤境内最大淡水湖，与
现在的青海湖相仿。

青土湖干涸之后， 长达 13
公里的风沙线形成，成为民勤绿
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巴丹吉林
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在青土湖呈
合围之势。

“要是这两个沙漠合二为
一， 会形成一个近 10 万平方公
里的大沙漠，成为中国第二大沙
漠。 民勤的绿洲将消失，再放大
一点来讲， 河西走廊就保不住
了。 ”马俊河顺着 45 度斜坡踏上
一块约 20 米高的沙丘顶端，感
叹：“沙子太厉害了， 人呆不住，
就成了生态难民。 ”

2020 年 8 月初的一个烈日
炎炎的上午，马俊河在距离县城
70 多公里的荒漠中，让人顺着他
手指方向望。“看到最高的那些
白杨树了吗？ 以树为边界，树里
面是农民的庄稼地跟村庄，树外
面就是我们种梭梭的地方。 ”

马俊河从 2004 年起开始关
注家乡民勤的环境问题，五年后
辞职回乡治沙，此后 13 年间，他
组织全国各地志愿者万余人，治
理荒漠化土地 3 万余亩，并创建

“梭梭农庄”电商品牌，将民勤本
土的沙漠农牧产品互联网化，推
动产品的互联网销售，增加当地
农牧民收入，希望从根本上减轻

土地荒漠化的压力。
2004 年，第一次听说民勤可

能消失时，他直接呆住说不出话。
那一年《南方周末》的一则

报道援引中国科学院专家观点
称， 按民勤当时沙漠化速度，民
勤地下水将在 17 年后枯竭，届
时两大沙漠将合拢，民勤也将随
之消失。

民勤的存亡，成了不可回避
的问题。

一个出口

“大家受刺激后需要一个心
灵出口。但对于拯救民勤，具体怎
么做、 能做到啥程度， 心里都没
底。 ”马俊河说。 专家预测民勤将
消失的新闻发酵后， 一时间上网
讨论的民勤人非常多， 正在兰州
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的民勤学生
韩杰荣， 利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
技术，创立了“拯救民勤网”。

网站初上线时相当简陋，点
进去后赫然八个大字———“保卫
家园， 守土有责”， 下面是留言
板，然而访问量很高。 上线一个
月，上千人留言，其中也包括当
时 23 岁的马俊河。

马俊河和韩杰荣两人利用
过年假期，骑着摩托实地走访计
划造林的沙漠。 那也是韩杰荣从
1997 年外出上大学之后头次认
真地打量自己的家乡。

马俊河重回民勤，记忆中的
家乡已经不复存在，他老家国栋
村东南方向的干河墩黄沙漫天。
而韩杰荣儿时印象中村民屋前
屋后密密麻麻种着的白杨树、红
柳，也都不见了。 2004 年起，民勤
的沙枣、白茨、红柳等耐旱植物
大量死亡，一年损失数十万亩。

屡次走访后，两人于 2006 年
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组
织。 2006 年，民勤政府对治沙的
决心也越发显著， 全县机井关
闭、耕地面积缩小，政府带领农
民积极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沙
产业。 民勤县城入口，“不要让民
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标语至
今醒目。

在民间，两人发起的志愿者
组织一开始，也是通过联合媒体
进行书画义卖，筹到善款后和林
业部门一起去栽梭梭。

马俊河坦言，自己当年对治
沙毫无经验，也没有什么“壮士
断腕”的决绝，“只是有个很简单
的思路：17 年之后民勤绿洲会不
会真消失，那是老天的事，作为
土生土长的民勤年轻人，如果尝
试做点事可以让自己将来不后
悔，那就去做好了。 ”

2007 年春，在完成地形勘察
并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治沙
协议后， 马俊河带着 20 名志愿
者回到民勤，这些响应网络征集
来种树的志愿者大多是城市白
领，从距离民勤 70 至 400 公里不
等的武威、兰州等城市赶来。 那
年，他们完成了 20 亩地的栽种，
小计约 1 万棵梭梭。

志愿者的热情让马俊河很感

动，但也让他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随着拯救民勤行动影响力和规模
的扩大，种下的那些梭梭林，以及
公益行动本身都需要有人花费不
短的时间来承担日常工作。

从网络讨论跨到实践，马俊
河就这样被推着离民勤越来越
近。 2009 年，马俊河从兰州辞职
回民勤，全职投入治沙。

生态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为了更好帮助家乡治沙，75
后韩杰荣与 80 后马俊河默契地
进行了角色分工， 此后十多年，
两人也互为支撑。

更年轻、对农村更熟悉的马
俊河，后来成为拯救民勤志愿者
组织的总干事，全职负责民勤本
地工作、志愿者联络任务，及互
联网植树项目在民勤的运行。 韩
杰荣则在本职工作之余负责把
握大局和偏技术性的事务。

幸运的是，除了热心的志愿
者外，他们的治沙行动还得到了
国外大学的华人教授、国内地方
史学家、 民勤本地政府干部、学
者等多方面支持。 在他们的帮助
和建议下，马俊河和伙伴们进行
了新的探索。

2010 年，以马俊河老家国栋
村命名的“国栋生态沙产业专业
合作社”成立，做过中药材生意
的马俊河开始尝试在梭梭林种
植被称作“沙漠人参”的肉苁蓉，
在绿洲上种植沙漠甜瓜、放养沙
漠鸡。 沙枣、枸杞等沙漠土特产
被他通过互联网向外推广。

因治沙而接触的媒体也希
望帮一把。 2011 年春，之前采访
过马俊河的杭州日报社发起“拯
救民勤·绿色传递”活动，许多杭
州市民开始通过捐款和实地种
植等方式参与进来，第一年就有
120 亩“杭州林”在民勤种下。 这

一活动持续至今。
穿过梭梭林，TFBoys、 鹿晗

等明星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路旁
的爱心公示牌上。

在杭州日报一位记者的建
议下，马俊河与团队定下“10 元
一棵梭梭树”的代种标准，实现
了利用互联网种树治沙的可持
续。 每一份 10 元中，都包括了种
植一棵梭梭所需要的幼苗、买
水、运水及人工等成本。

在去种梭梭的路上还能看到
一块写着“吃瓜群众林”的牌子，
上面的标识画着个戴帽子吃西瓜
的男人形象， 原型正是马俊河。
2015 年，马俊河和团队在甘肃省
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带动下开
展起电商帮扶计划， 注册了梭梭
农庄商标，还开发了 16 种特色农
产品， 其中就包括他和团队开发
的蜜瓜品牌“沙瓜先生”。

“从地理位置来看，民勤是
天然隔离带。 日照时间长，昼夜
温差大， 农产品的糖分积累好，
沙漠瓜果的病虫害也少，但毕竟
距离中心城市太远。 ”曾任民勤
县电商管理中心首届主任的张
学亮说， 民勤生鲜的品质不错，
只要解决好物流和品牌问题，民
勤农民完全可以通过瓜果增收。

张学亮还评价说，马俊河实
际上是在用经济反哺公益。 马俊
河则希望自己不要被拔得太高，
他希望人们更多地把“做公益”
看成当老师、做生意、开公司一
样的寻常的职业，用更平常的眼
光去看待他和团队这些年所做
的事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民勤本地蜜瓜销售比往常更困
难一些，年初下苗的时候农民愁销
路不敢多播种，夏天瓜熟时又赶上
国内疫情重新紧张，物流受限。

但瓜果不能存放， 马俊河只
好跟随潮流， 开启了自己的“网

红”带货之路，变身“种梭梭的马
哥”，举着手机在沙漠瓜地里尝试
直播卖瓜。 有人直接照搬他的文
案和拍摄方法， 他也不介意，“这
说明，我让别人看到了机会。 ”

治了十多年沙，马俊河的最
大心得是：“生态问题的本质是
社会问题”。 更直接一点讲，荒漠
化还是“钱”的问题。

他拿回村子种梭梭这事举
例： 表面上只是租地种梭梭，绿
化荒漠。 但实际上，做好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对村内的资源进行
优化管理。 马俊河回忆，最初国
栋村同意让他们无偿用地，合作
的条件就包括优先雇佣本村的
劳动力， 尤其是建档的贫困户
们。 沟通也要做好，“你得把大家
尊重起来”，马俊河一笑。

不然，还在为生计烦恼的农
民当然不会考虑“生态环保”或
者什么其他的，照样去梭梭林放
羊砍柴。“只有让本地人的生活
好起来，才能留下民勤绿洲。 ”

苏武新牧

马俊河直播从不开美颜，自
小在西北农村长大，他皮肤粗糙
黝黑， 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五年前，慕名而来的杭州市民就
有人说他“像在人生的泥坑中久
久滚过的老农”。

马俊河指着不远处的土堆
介绍：“那个烽火台叫四方墩，东
边有个沙岗墩， 穿过那片树过
去，还有个烽火台，就是黑水墩。
过去，它们连在一起，是长城的
外延。 没人管的话，这一片成千
上万的居民和他们的农田、村
庄，将受到西北风侵袭。 ”

马俊河和团队在四方墩一
带规划了生态林一期，规划总面
积 3.54 万亩。 2016 年至今，已种
了 1 万多亩。“整个三期下来，这
片梭梭林将近 20 万亩地。 ”他算
了一下， 按现在的造林速度，自
己后半辈子基本上是要“交代在
这个地方了”。

他在生态林中间竖了块石
碑，五六米高，黄底红字，上书

“腾格里沙漠最西端”。 他希望这
里能成为腾格里沙漠的西侧终
点，沙漠不再长大，民勤永在。

过去很长时间里，马俊河一
直用“沙漠里的鱼”做网名。 那
时， 他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
入，焦虑挣扎。 2011 年后，他给自
己取了新网名———“苏武新牧”。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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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沙漠中的马俊河

妈妈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民勤种梭梭、做草方格沙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