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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如风》一书中这样写道：“当雄县城以北

不远处，有一棵最后的树，应当是棵柳树。整个夏

季，它把青枝绿叶伸展在院墙以外张扬着作为乔

木的极限生存。再向北，高原上再也没有了它的

同类。”

西藏那曲，就在当雄县“再往北”。

西藏有句谚语，“远在阿里，苦在那曲。”

高寒缺氧，大风凛冽，冻土坚实……自然环境恶

劣的西藏那曲，曾经是全国唯一没有树的城市。

然而，这将永远成为历史。

那曲城镇，第一次染上了数万棵树萌生出的

绿意。

在那曲种活一棵树有多难？

那曲城镇不长树。

这里平均海拔 4500米，风大、土薄、低温、紫外线

强，常年有冻土。

那曲人不是没有试过种树。

那曲林业局种过，军分区官兵种过，科研团队，

也在那曲以项目的形式尝试过。

那曲城镇有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一块试验基

地里，面积为 2亩。

那是 1998年那曲林业技术人员在地区农牧局院

内建立的。

林业人员先从阿里地区引进树苗，试种高山柳、

水柏枝、沙棘、阿里班公柳等，但成效甚微。

2007 年，那曲林业技术人员又从拉萨引进 20 株

云杉、10 株北京杨，从索县引进 30 株高山柳，在市区

试种。

后来，高山柳、云杉等共存活了 14 棵、北京杨存

活 1 棵。“这 14 棵树是那曲市区年龄最长的树了。”

西藏自治区林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格

桑曲珍说。

还有些零零散散的树，生长在背风、向阳和能有

暖气的地方。

“由于缺乏科研支撑，虽然存活了一些树，但后

期大规模的推广种植也都没有成功。我们真的尝试

了很多次。”格桑曲珍感慨。

那曲被称作全国唯一不长树的城镇。

2016 年 11 月，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科技部

“十三五”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启

动了西藏那曲地区城镇植树关键技术研发与绿化模

式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那曲项目）。

内蒙古库布其治沙企业亿利集团“揭榜挂帅”带

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向那曲发起绿色挑战。

“揭榜”前，那曲项目首席科学家、亿利集团副总

裁赵晋灵来那曲调研，他觉得有“50%以上的把握”。

那曲不是完全没有树，也有人种过，这事有可能成。

为 50%的把握，要尽全力去拼。

赵晋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不完全是个科研

项目。”他总结说，在那曲城镇植树，要有信念，有“只

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尊重科学，

尊重自然规律，吸取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且，要

充分认识项目的难度，联合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投

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联合科研攻关。

认清种树的对手，搞清
手里的底牌

那曲项目是一个系统的全链条课题，以“生长

限制因子研究——优质种质资源筛选——适生植

物扩繁——低温菌群开发利用——极端环境栽植管

护技术——技术集成绿化示范”为整体研究思路。

前四项，着重机理研究和技术研发；后两项，突

出技术落地和应用示范。

逻辑很清晰：搞清楚为什么种不活树，找到能活

的树种，让它们能快速繁育；进行栽植地微环境调

节，改善苗木的生长环境；科学管养管护，让苗木长

得更健康、越冬更安全；进行城镇绿化，优化那曲市

人居住环境。

听起来并不复杂，但关关都是挑战。

那曲项目执行团队负责人郝伟，并非该项目的

原定人选。他的同事没能扛住高原反应，更年轻些

的郝伟顶了上去。

此前，郝伟已经在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

治了十多年沙。

“之前觉得，在沙漠中搞生态修复，就已经是最

难的事情了。”沙漠都能有绿色，一个城镇，怎么会种

不活树？到了那曲，郝伟才发现，这里的气候条件比

他想象得更为恶劣。

风太大，紫外线太强。如果不采取防护措施，在

日头下站半小时，脸上就会爆皮。

最开始，郝伟心想，给肥给水，维持温度，进行有

效的栽植管护，树应该就能活。但那曲给了他们一

个下马威。

2017 年 5 月，团队在试验基地种了第一批树，长

势也确实不错。结果，一个冬天过去，树死伤惨重。

“第一年种上，第二年死一部分；第二年种上，第

三年又死一部分……你的信心啊，就是这么一点一

点被打击没的。”郝伟说。

经过大量的实验、观测和总结，科研团队梳理出

那曲植树的五大难点：天寒，那曲平均温度低、有效

积温低，无法满足植物生长的热量要求；地冻，土壤

温度低，植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活性差；土薄，土壤

发育差，砾石含量高，漏水漏肥；辐射强，对植物光合

作用造成干扰，营养物质积累差；风大风多，冬春季

大风+春旱，导致植物生理性抽干，越冬死亡率高。

这就是他们的对手，是他们难以改变的大环境。

接下来，团队要知道，手里有怎样的底牌——有

哪些树已经在那曲生长。

这就需要野外调研。在藏区做野外调研，又险

又苦。

2017 年 11 月，郝伟带着团队一行 5 人从那曲出

发，辗转那曲东三县，进行当地乡土树种的调研工作。

刚进山便迎头遇上大雪。那时，气温已经是零

下十七八摄氏度。山路盘旋，脚下是奔腾的怒江。

到了目的地，也看不到人，只有雪、风和刺骨的严寒。

为了采种，他们需要淌水渡河，往返几次，将采

集的植物种子放到车里。手冻僵了，脚冻疼了，还是

得咬牙挺住。

除野外采种，大数据分析也是选种时的有力辅

助手段。

依据亿利生态大数据中心和亿利种子资源库，

团队对照树种成活几大限制因子（如光照、温度、大

风、土壤）进行大尺度对比和分析，在国内和国外寻

找和那曲环境相似地区的树种并做搜集和引进。

对那曲原有的树，他们也做了比对分析。“选择

在那曲自然筛汰下来，存活和生长表现较好的健康

优株，进行复壮和扦插扩繁。”郝伟说。

团队发现，50 余种乔灌木有在那曲存活下去的

潜力。

第二步，是检验这 50余种树种。理论上可以，实

际上能不能活？

科研人员把它们分成了两拨。一拨直接种进大

田里，通过人工干预，看到底能长成啥样；另一拨则

拿到繁育基地，进一步优化。

最终，他们成功选育出了青海云杉、祁连圆柏、

金露梅、银露梅、高山柳、沙柳、茶藨子、江孜沙棘等 8

种先锋和乡土高抗树种。

摸清脾性，才能踩准种
树的节奏

扩繁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正

高级工程师唐宇丹团队负责。

扩繁，是从“一”到“十”到“百”的过程，将已经适

应那曲城镇绿化的树种快速繁育推广

唐宇丹对在那曲植树并不陌生。

10年前，因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她

曾在那曲种过树。“那曲环境对人身体的挑战是巨大

的。”

这次那曲项目也在筹备初期找到了唐宇丹。

她有些犹豫，因为年龄和身体都不允许她再去

那曲搏命；但她不想自己的工作留有遗憾，于是，这

位女科研人员再次上阵。

唐宇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实践证明，那曲用的

种苗最好在那曲就地繁殖，按照植物繁育需求在那

曲创造适宜的小环境。

那曲露地满足杨、柳等扦插繁育温度需求的时间

只有 6月至 9月，不足 100天，根本没有完好生根的条

件。唐宇丹通过改造设施，反复实验，找到了在温室

或保护地条件下容器扦插50天就成苗的繁殖“秘方”。

2019 年，是唐宇丹去那曲最频繁的一年，从 4 月

开始，每个月要去 7天到 10天。

那曲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没有任何药

物能真正消除人的高原反应。缺氧，给人带来身体

上的巨大不适，也让人脑袋变得迟钝。唐宇丹总结

出了上那曲工作的诀窍——多做准备。每次西藏差

旅计划精确到小时，每个实验设计和需要采集的数

据表打印出来随身携带，需要在那曲当地计算的，用

Excel表设计好所有计算公式……

那曲的夜晚是难熬的，对初上那曲的人来说，很

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睡眠。当人高原反应强烈时，甚

至会产生一种死亡迫近的恐慌。

唐宇丹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她佩服那曲项目中

坚守在那曲的人。“其实，我若不是因为高原缺氧

‘傻’了，也不会为了那么一点点执念和遗憾一次次

地上那曲。”她淡然一笑，“这也许就是科研工作者的

执着和乐观主义吧。”

如果从外地引进种苗，郝伟介绍，关键在于梯度

引种。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直接把种苗从低海拔地区

运到那曲。苗木移植本身会伤害到其根部，如果又

不经任何休整，就把它们带上那曲，相当于一个刚动

过大手术的人上高原，很是危险。所以，移苗后，树

苗就需要在营养袋中原地待一年，养根；然后再移到

海拔稍高一点的地方，再适应一年，锻炼抗寒抗旱能

力；“修行”够了，才能到那曲迎接“终极考验”。

树种上了，长起来了，就得管护。管护，需要摸

清天气和树的性子。

就拿挡风这件“小事”来说，项目团队就做了几

十组对照实验。

是搭风网挡风合适，还是干脆改造地形形成高

差挡风合适？建风障的话，多高合适，离苗木多远合

适？不建风障，冬天用橡塑管等保温材料缠绕树干

行不行？

“一般的风障，根本挡不住那曲的风，一会儿就

被吹烂了。想真正挡风，那得垒墙，成本太高了。”

赵晋灵说。

最后，他们试出来了一个一举三得的方法——

雾化喷淋。

没风的时候，做滴灌；阳光太强的时候，用喷淋，

弱化紫外线；冬天的时候，喷淋还能给树做冰甲——

给树浇上水，水就冻成了冰，冰可以抗风。

“听起来确实并不玄乎，但你得不断实验，不断

尝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方法。”赵晋灵说。

再比如说土壤。他们摸索出了不同树种需要的

土壤环境，从土壤结构到营养物质再到微生物群落都

进行了改良。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艺负责为

树苗根系营造这一方小天地。

植物根系内外的微生物以及微生物的产物，会

与植物发生交互作用。有些微生物是对植物有益

的，比如固氮菌；但有些则是有害的。“我们就是要找

到有利于树木成活的微生物。”黄艺表示。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黄艺曾带领学生从那曲

生生运了几百公斤土壤到北京的实验室做模拟实验。

采样，理化分析，生物性状分析，分子生物学鉴

定……他们从那曲根际土壤中分离出 122 株低温细

菌和 56 株低温真菌，筛选得到可高效降解有机质的

真菌 5 株，细菌 1 株。“它可以聚集在植物根系，提高

植物应激激素水平和抗氧化酶活性，调节植物生理

代谢，增强它们对高寒高海拔的抗性。”黄艺说。

几年来，那曲项目基地苗木连续成功越冬，平均

越冬保存率 75%以上，目前苗木保有量 30多万株。

唐宇丹表示，那曲种树项目的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是此前所有项目之最。正是有这么多单位联

手，在高强度的投入保证下，那曲种树，才能取得这

样阶段性成果。

2021 年 9 月，那曲项目顺利通过主管单位——

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验收。

项 目 实 施 过 程 中 ，那 曲 市 党 委 、政 府 以 及 科

技、林业部门等也全力支持高寒科技植树工作，在

北部新区选定 1000 亩用做专门的引种试验示范

基地，在具备条件的 14 家地直单位大院种植树木

约 3 万株。

如今那曲的街上，已经能看到树了。

但已在高原扎根 5年的郝伟，现在还回不了家。

他和其他同事还坚守在那曲，忙着项目下一步

的工作。

儿子老在视频电话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爸

爸，我想你了。”郝伟总说，过几天，过几天。

听得多了，孩子也知道，爸爸在“骗”他。

“那没办法，有工作嘛。”郝伟说得很中肯，那曲

种活了树，具备了一定的绿化能力，但科研成果还没

有真正进行转化。

他们还要进一步扩大高寒高海拔种植技术成

果，建立青藏高原高寒高海拔种质资源库；要在那曲

继续做城镇绿化，推进技术转化和成果落地，加强高

寒地区城镇绿化的推广。

作家笔下那再往北的高原，如今终于有了树。

多年来在那曲上演的与自然环境不屈的抗争，

还将延续下去。

别了，没有树的那曲。

作家笔下那再往北的高原，如今终于有

了树。

多年来在那曲上演的与自然环境不屈

的抗争，还将延续下去。

别了，没有树的那曲。

别了别了，，没有树的那曲没有树的那曲

当地藏民参与植树当地藏民参与植树

那曲项目试验基地那曲项目试验基地

那曲植树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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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项目试验基地里引进了生态大数据系统、
天眼平台、物候监测系统等。图为物候监测系统。

“老天帮忙”
高亮 那曲项目执行团队成员

2020年2月24日 中雪转多云转晴
最高气温：-0.929℃（下午 3时）

最低气温：-15.71℃（凌晨 2时）

今天是藏历新年初一。

往年春雪要到四五月份才会比较集中，今年提前了

将近两个月，这令我们喜出望外。那曲海拔 4600 米，冬

季严寒风大、辐射强、地温低，苗木极易抽干，但是提早到

来的降水缓解了这些影响，还可以节省车辆、水电、人工

成本。我们原本因为无法去现场管护在室内急得团团

转，看到天天下雪，我们又开玩笑说这叫“老天帮忙”。

自己研发一套设备
高亮 那曲项目执行团队成员

2020年2月26日 中雪转多云转晴
最高气温：-0.22℃（下午 2时）

最低气温：-18.23℃（凌晨 2时）

那曲植树的技术还需要改进，不仅效率需要提高，成

本还要进一步往下压才行。藏北高原的高山草甸土，草

根很密，一般打孔设备挖不动，市面上的工具又没有符合

我们需要的现成设备。比如常见的冲击钻最大直径只有

3.2 厘米，无法满足扦插苗打孔需求，而且每一台都需要

配发电机，成本太高。我们的绿化工程师提出，最好自己

研发一套设备。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可以提高速度

和效率，降下设备、动力、人工等成本。我们已经订购了

配件，等送到了就可以动手实施了。

出不去，心里有些着急
郝伟 那曲项目执行团队负责人

2020年2月27日 中雪转多云转晴
最高气温：-3.19℃（下午 2时）

最低气温：-14.59℃（凌晨 2时）

隔离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老想出去看看，可是又出不

去，心里有些着急。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那曲地处高寒，和库布其又不一样，我们需要 3月份把苗

木调上来，否则物候期错过了，发芽的苗子就使不成了。

受疫情的影响，苗木检疫证的办理不知是否会拖延，这是

我最担心的。

今天视频会议主题是《扦插苗扦插工具研制讨论

会》，本次会议总结往年人工扦插方式弊端，积极探讨器

械扦插可行性方案，打破以往因当地草甸土质地硬、土质

复杂造成的传统扦插方式速度慢、效率低、费工、费时等

限制，实现小组作业效率最大化，极大地节约人工成本。

苗木越冬情况良好
郝伟 那曲项目执行团队负责人

2020年3月1日 阴
最高气温：-0.25℃（下午 5时）

最低气温：-11.69℃（早上 7时）

今天早晨起床后一直在等待防疫相关部门办理解除

隔离相关手续，直到下午 2 点才办理完毕。随后按照防

疫部门要求去所管辖的派出所备案报到。下午 4点去苗

木试验基地看了苗木越冬情况。

基地有积雪，我们安放的 OTC（试验隔离罩）看起来

像水晶般漂亮！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苗木越冬情况良

好。表现较好的树种有云山、高山柳、圆柏、锦鸡儿，其他

树种到苗木返青后就可以进一步研判越冬保存率。虽然

受疫情影响，但是我们要坚定地推进今年的工作，重点开

展庭院、街道、公园绿地模式的构建，加强乡土树种和优

质抗逆树种的引种、筛选，扩充和丰富高寒高海拔地区绿

化树种，深化栽植管护技术的研发，力保完成项目课题示

范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