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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沙尘，从碧蓝的卓乃湖畔升腾而出，白烟

四起。

2011 年，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的卓乃

湖发生溃坝，湖底裸露近 1/3。

“高盐碱的湖底沙尘随风飘散，导致下风向的

草场快速枯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向记者展示了大量的资料图

片，三江源的沙漠化从卫星图上看都非常清楚。

在中国，约有 1 亿公顷盐碱化土地，而这个数

字在全球约为 10 亿。盐碱化与干旱如影随形，无

论源自自然还是人为影响，土地盐碱化都是生态

环境的大问题。

假如能发明一个可以随时“携带”的大吸力吸

尘器，把土地上的盐碱吸除，会不会成为治理盐碱

地的爆款？这个新奇的想法来自不久前召开的鼓

励创新和探索的香山科学会议第 684 次学术讨论

会上。

经过对能源布局、海水淡化装置、地势地貌

等诸多因素的调研和可行性研究，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认为，可以

通过多学科、综合化的全新方式开展盐碱地的

综合治理。

谁也没有预料到，55 年左右的时间，550 万岁

的咸海不断干枯，趋近生命终点。

“每干枯 1 平方公里咸海，多产生 8000 吨盐

碱。”王飞说，这可能是全球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

土地盐碱化问题，联合国正在向全球征集有效应

对方案。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盐碱化正在影响一个区

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或将导致文明的衰落。

人类需要有效的手段应对这样的灾难，然而实情

是——去盐碱化并非易事。

“现有的方法包括物理改良、化学改良、引水

洗盐和生物吸盐等。”王飞表示，但是通常工程量

和投资量都很大，而且单次治理后有时甚至会带

来一些严重的生态后果，目前没有一种方法能达

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除了自然变化带来的盐碱化，农业耕作也在

不断加剧盐碱化的发生。

“一些节水型农业利用滴灌技术进行耕作，在

短期内会带来产量的提升，但 5—8 年后，土壤积

盐，产量会下降 20%—30%。”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康绍忠说。

产量下降，因为节水滴灌技术有了“汗衫”的

烦恼。

滴灌只打湿了植物根系周边的地表一层，相

较于浇灌，随水而来的盐碱很容易在地表凝结，这

就好比夏天的汗衫，出汗后更容易结出汗碱。

在我国干旱地区，由于节水农业的大面积推广，

随之而来的“去盐碱化”也成为亟待攻克的难题。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用‘大水洗盐’的方法应

对‘节水积盐’。”康绍忠说，大约 7000万亩耕地每

年要消耗 150亿立方米的水，这对于干旱地区造成

了极大的用水压力。而且，用大水漫灌的“浆洗”

法，不仅浪费水，几年后还需要再次冲洗。

“人们需要一种资源节约型、治理长效型、资

源匹配型、生态友好型的盐碱地治理理念和方

法。”王飞呼吁。

节水积盐与大水洗盐

那么，用“吸尘器”的思路应对盐碱化问题，究

竟可不可行？

“我们的研究要落地，必然要算经济账。”王飞

说，“吸尘”最先要解决的是能源从哪来？

团队调研发现，全球的光伏、风力分布与盐碱

地的形成有非常好的区域匹配性。目前，我国西

北地区的太阳能、风能设施建设的布局与盐碱地

的布局也有着高度的重叠。

据统计，2016 年，我国西北 5 省区弃光、弃风

的发电量分别是 70亿和 262亿度。

王飞说，这些当时用不上的、无法并网的电能

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起来，用在盐碱化治理的能源

消耗上。

不仅能源能够就地取材，滤除盐碱的关键“元

器件”也是成熟的现有技术。

“海水淡化的设施设备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可

利用它们通过光将含盐碱的水转变成好水。”王飞

说，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约为 1立方米消耗 3.2度

电，以每年有 330 多亿度弃电来计算，理论上可增

加 100亿立方米好水。

“我们需利用地区自然资源的禀赋来提供一

种有效率、低成本的治理盐碱地的方法。”王飞说，

治理中还包括利用好当地的山地地势。地形每上

升 1 公里，气温会下降 6 摄氏度，西北的盐碱地地

区往往伴随着高山，这种地形起伏也会为造水带

来可借助的优势。

在上述几个条件的基础上，王飞团队提出盐

碱地“吸尘器”设计——集约化水盐分离技术。

“利用多余的、不稳定的电能以及丰富的太阳

能，对盐分浓度很高的盐水收集池进行加热，使水

分蒸发。”王飞给出一个设计简图，他说，蒸发的湿

空气在依地势而建的管道中抬升时，湿空气中的

水汽会随着温度降低而逐步凝结得到清洁的水，

而收集池中的盐碱也会逐步析出，从而实现水盐

分离。

“也可以探索在盐碱化程度严重地区建立盐

碱水淡化装置，通过结合盐水的收集存储和利用，

淡水回灌与利用等手段，实现区域化的盐碱地治

理。”王飞说，无论哪种方案，或者继续开发新的方

案，归根结底是使水源充分分离，然后把盐拿出

来，让它离开宝贵的土壤和水体，先单独存放等待

新的用途。

旱区的水不管是什么形态，它都有非常特殊

的意义，值得集纳跨学科的智慧想尽办法去实现

充分利用。王飞认为，以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土壤

学、生物学、农业水管理学等农业基础技术，也需

要盐碱地灌排设备与技术、水盐分离设施、太阳

能集热系统、太阳能光伏技术与产品、温室栽培

系统等等先进技术，而且经济和产业发展研究和

设计规划也不可或缺，从而促进技术集成或协同

升级，以提高水盐分离效率和数量，提升土地和水

资源利用效率，其资源、环境和生态风险小，治理

效益持续时间长，有助于维持和提升我国盐碱地

治理的区域经济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探索水盐分离技术手段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有观点认为，“吸尘器”的模式将使得盐碱

地治理更加灵活。

我国境内约 1 亿公顷盐碱地分布在 19 个省

区，按照不同的气候特征、区域特征可分为 8个区，

这些盐碱地的形成机理、治理对策和资源与经济

成本各不相同。

“这意味着盐碱地治理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王飞说，更重要的是，良田并不是所有盐碱地改良

的最佳归宿。

“盐碱地不是人们印象里的‘不毛之地’，它其

实是一个大宝库。”周晋峰说，例如在盐碱地中生

存的耐盐耐碱微生物中的基因，已经为人类进行

基因工程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基因源。

以曹妃甸湿地的修复为例，当地别具一格养

殖卤虫。周晋峰解释，曹妃甸拥有湿地天然的盐

碱地属性和缺水、高蒸发的气候特点，卤水湿地是

它特有的一种湿地类型，卤虫养殖是卤水湿地保

持的关键一环，而且渤海湾卤虫自身的高附加值，

可以造福当地，因此是一举多得的修复措施。

可见，对于不同的盐碱地，有的需要恢复成

良田，有的希望用于其他开发，还有的应作为生

态用地，保留特性。不同的治理诉求意味着盐碱

地的有效治理，不会是一个路子“照搬”，一套模

式“通行”。

“在过去的治理实践中，也走过弯路，比如导

致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化学成分施用引起

新的生态胁迫。例如，洗盐的排水会导致河流、湿

地与湖泊的严重盐碱化等等。”王飞说，盐碱地治

理应秉持按需治理、因地制宜的原则，在科学评估

的基础上，设计最适合本地的“吸尘器”。

并非所有盐碱地都要变良田

绿色动态

进入冬季，正是兰州“软儿梨”的上市季节。能在天寒地

冻、风寒凝重之时，喝一碗酸甜可口的“软儿水”，是兰州人传统

的过冬方式。小雪节气刚过，兰州市皋兰县什川镇百年古梨园

里，梨树上还挂着霜雪。而 40 公里外的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

园镇的物流基地中，却是一派收购百合的火热景象。每到这个

时节，兰州城里四处飘着十足的甜味儿。

小小“软儿梨”致富“金蛋蛋”

冰天雪地软儿梨，瓜果城中第一奇。“软儿梨”是香水梨的俗

称，秋时收获，藏至冬末春初变软发黑，果肉甜美。“以前种的梨都

是自己卖，冰冻的梨受温度影响大，容易消融，市场很窄。”正在包

装“软儿梨”的什川镇长坡村村民魏源中说，自从把梨都交给百璐

通瓜果专业合作社，再也不愁卖了，一年下来收入能达到 2万元。

魏源中所说的百璐通瓜果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主力。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先后与兰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中心果树站合作引进栽培种植技术，与甘肃省农业大学

食品工程学院合作研制“软儿梨”外包装容器，大大提升了果肉

质量，解决了运输储藏难、销售半径小的问题。2018 年，百璐通

瓜果专业合作社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坚持走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特色发展之路。近年来，皋兰

县通过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形成了梨园管

护、冷冻贮藏、加工包装、统一销售的生产链条，让“软儿梨”成

了惠农的“金蛋蛋”，万亩古梨园也成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

“摇钱树”。

“通过几年的积累，结合‘甘味’省级品牌的宣传，把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为百姓卖掉的产品提高技术附加值。”

百璐通瓜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永波说，真正地把“软儿梨”从

品质、包装、文化集成打造为兰州的一张名片。

兰州“老字号”果中“白富美”

作为农产品中的“白富美”，栽植 400 年的兰州百合同时拥

有岁月的沉淀、时间的温度、家乡的味道，其色泽洁白如玉，肉

质营养香甜，是甘肃省的名优特产，更是全国百 合 中 的 佼 佼

者 。 曾 荣 获“ 中 华 老 字 号 ”品 牌 和 国 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兰

州七里河区作为兰州百合的原产地和主产区，多年来依托水

土特色和品种优势，将百合产业作为实现强农富农的重大工程

推进。

“百合种植周期长，产量一直不稳定，为了改善产量和品

质，提高种植户收入和土地利用率，我们开发了脱毒组培、立体

智能温室鳞片扦插、大田扩繁等优质种球繁育技术。”位于西果

园镇的甘肃爽口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企业，董

事长吕斐斌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兰州百合的育种技术。这家企

业充分利用周边优势资源，培育了集种植、加工、仓储、配送、科

研一体化的特色农产品流通供应链，力图让兰州百合朝着“优

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的方向健康发展。

作为陇原脱贫攻坚巾帼先进集体，爽口源在“企业+车间+

贫困户”模式的基础上，还特别安置了贫困山区 150 多名贫困

妇女进厂务工。“我是 2014 年来到爽口源工作的，主要负责碗

装鲜百合的包装，每月工资能有 4 千多块。”搬迁户曹鹏霞说。

“我们追着新技术新工艺新品种开展种球繁育，研发新产

品，建立 1.5 万亩生态原产地保护种植基地，带动百合主产区

2000 多户农民实现标准化种植，企业增产与农户创收两不误。”

吕斐斌说。

百合香软梨甜

兰州农产品彰显绿色科技范

曾文溪 杜 英

今年进入秋冬季以来，京津冀及周边“2+26”城

市发生了 6次区域性空气污染，蓝天保卫战成效显

著但依然任重道远。12月2日，在中国21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21 世纪中心）主办的第 28 期

“气候沙龙”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贺克斌强调，未来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不断提升将

给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如果只依靠治霾，

想实现空气质量大幅改善、PM2.5浓度大幅下降是非

常困难的，必须将治霾和减碳结合起来，实现二氧

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

目标与建设美丽中国愿景是一致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中国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建设美丽中国愿

景具有一致性。”贺克斌说。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指出，到 2035年，生态环境

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

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对空气质量改善提出了较高要求。”贺克

斌分析道，“研究结果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绝大

多数城市 PM2.5 浓度将达到 35 微克/立方米；2050

年左右有可能达到 15微克/立方米，即世界卫生组

织空气质量过渡期第三阶段目标。”

我国“十三五”以来空气质量总体改善明显。

2019 年，261 个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浓 度 为 40 微 克/立 方 米 ，与 2015 年 相 比 下 降

23.1%，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不过，我国目前

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中，PM2.5达标标准为年均浓

度 35微克/立方米，与世卫组织最低档的达标标准

“接轨”。

“如果没有跟减碳、跟能源结构调整结合，‘十

四五’蓝天保卫战很难有进一步突破性的成果，实

现 PM2.5浓度达到 15微克/立方米也将是非常困难

的。”贺克斌强调。

采取科学、精准措施实现碳减排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是“同根、同源、同过

程”，比如煤炭等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排放

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物，也会排

放二氧化碳。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在

目标措施等方面也具有协同效应。《中国空气质量

管理评估报告 2016》测算结果显示，2015 年相比

2014 年，煤炭消费量下降 1.1 亿吨，约折合减排 3

亿吨二氧化碳，空气质量控制导向的能源结构改

善，对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

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中心主

任、浙江大学教授高翔说，2019 年，我国煤炭消费

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7.7%，比上年下降 1.5%。虽

然煤炭占比在下降，但消费总量在上升，2019年煤

炭消费量约 40亿吨，碳减排压力巨大。

高翔认为，必须采取科学、精准的措施来实现

碳减排。他建议，可参考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对碳

排放做“源清单”，摸清楚我国碳排放的来源，制定

减排“路线图”。“煤电依然是碳排放的大户，目前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

应体系，86%的煤电发电机组实现了超低排放。能

否实现脱硫脱硝脱碳协同？减排的代价有多大？

新能源能替代多少？这些都是亟须研究的。”

需环境友好型、颠覆性技术

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相互影响，需要协同考

虑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21 世纪中心总工孙洪

说，碳排放影响气候，气候变化影响气象，气象条

件影响大气质量，建议把治霾和减碳结合起来，发

展环境友好型、颠覆性的技术。21 世纪中心主任

黄晶说，我们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通

过气候沙龙等活动，逐步搭建起政策制定者、科技

管理者、科研工作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

“欧洲绿色新政”提出，2050年欧洲将实现“碳

中和”。贺克斌说，目前，碳中和技术创新是国际

竞争的热点。比如瑞典突破了氢能炼铁技术，未

来市场可能要求零碳炼铁，这将对我国钢铁企业

形成巨大压力和竞争门槛。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副总工郜

时旺说：“目前，制氢、储氢、用氢还没有大规模推

广开来。一旦出现革命性技术，或把氢能费用降

低到可接受程度，对交通等行业来说，氢能等新能

源替代将对治霾和减碳发挥巨大作用。”

“想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碳中和以及美丽中

国目标，除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增加碳汇等‘无悔

选择’外，还需强化目标约束、政策协同和公众意

识。强有力的目标有助于市场稳定预期，增加在低

碳技术、产品上的投入，推行相关行业的最佳技术

方案，避免过度依靠财政补贴带来不可持续性。”国

家气候战略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主任高翔说。

只靠治霾，空气质量很难大幅改善
专家指出须将治霾同减碳结合起来，实现协同减排

甘肃爽口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合技术中心育种基
地 受访单位供图

魏永波通过镜头推介起致富果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 禾

一个可以随时一个可以随时““携带携带””的大吸力吸尘器的大吸力吸尘器，，吸除吸除土地上的盐碱土地上的盐碱——

盐碱地盐碱地““吸尘器吸尘器””能成为生态治理的爆款吗能成为生态治理的爆款吗

东方白鹳在唐东方白鹳在唐
山市曹妃甸湿地觅山市曹妃甸湿地觅
食食。。曹妃甸拥有湿曹妃甸拥有湿
地天然的盐碱地属地天然的盐碱地属
性和缺水性和缺水、、高蒸发高蒸发
的气候特点的气候特点，，当地当地
通过卤虫养殖来实通过卤虫养殖来实
现卤水湿地保持现卤水湿地保持，，
而 且 卤 虫 自 身 价而 且 卤 虫 自 身 价
值高值高，，因此是一举因此是一举
多得的修复措施多得的修复措施。。

新 华 社 记 者新 华 社 记 者

杨世尧杨世尧摄摄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