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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产实际，勇攀科研高峰不忘初心，做新时代科技治沙青年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谱写生态绿军新篇章

成绩是喜人的，但他战高温、耐酷暑，
以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品质，十几年如
一日，用勤劳汗水侵透过的手脚，爬大山
涉恶水，搞研究，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他会义无反顾，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继续理论联系实际，刻苦钻研，将科研
成果推广到周边省市区及祖国的边疆高
海拔地区，推广更多优良树种，让大地山
川绿起来，营造更多优质的经济林，让群
众生活富起来。

文图/冉肖静

2003年大学毕业后，杨涛从甘肃黄土高
原的农村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缘陕西榆林，一
直从事科研一线工作。这里沙丘连绵、植被
稀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情的沙
尘摧毁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老一代治
沙英雄的带领下，他由当初的惧怕风沙到研
究如何让沙漠披上绿衣，产生经济效益。植
树造林，治理荒沙是他始终不变的梦想和使
命，沙区林业产业发展是他追求和奋斗的目
标。一株株长柄扁桃像防护卫士一样阻挡着
沙子的任意肆虐。与老一辈治沙英雄营造的
樟子松林，飞播灌草植被，形成上中下立体式
防护林体系，保护着我们的家园，净化着空
气，让榆林的蓝天白云绽放光彩，使我们的居
住环境不断美化，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他凭
着对林业的一腔热血，积极投身到榆林沙区
治理中，谱写了人生新篇章。

多年来，为了榆林绿色屏障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为了沙区林业产业的发展，他先后参
加了10余项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和科技推
广示范项目。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黄土丘陵沟壑区植被演替与水土流失相
互机理研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长
柄扁桃优良品种选育和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长柄扁桃木本油料林基
地建设示范”，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榆林毛乌素沙地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技
术”“优良生态经济型固沙树种长柄扁桃扩繁
及造林技术推广”“优良生态固沙针叶树种彰
武松、班克松扩繁及造林技术推广示范”和

“拉萨北山抗旱节水造林技术推广”，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专项“鄂尔多斯高原沙化土地治
理与沙产业技术研发与示范”，省科技攻关项
目“榆林沙区榛子引种及栽培技术试验研
究”，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毛乌素沙地沙产
业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特色产业创新链
（群）——特色沙生植物开发利用及其产业化

示范”，市科技计划项目“沙棘优良新品种引
进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依托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他收集
了全国不同种源地的7个扁桃亚属品种，建
成了长柄扁桃种质资源收集圃60亩。通过
研究总结提出了长柄扁桃丰产栽培关键技
术，为长柄扁桃规模化发展和大面积推广提
供了科学依据。参编了《木本油料固沙树种
长柄扁桃栽培技术手册》和长柄扁桃技术规
程陕西省地方标准。依托“长柄扁桃木本油
料林基地建设示范”和“优良生态经济型固沙
树种长柄扁桃扩繁及造林技术推广”，共营建
长柄扁桃示范林和混交林4000亩，其中标准
化栽培300亩，实现了沙区节水灌溉栽培技
术。总结形成了不同立地类型长柄扁桃示范
林造林模式、长柄扁桃与紫穗槐、樟子松混交
配置造林模式。通过“榆林毛乌素沙地荒漠
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和“优良生态固沙针叶
树种彰武松、班克松扩繁及造林技术推广示
范”两个项目的实施，营建了彰武松和班克松
示范林2669亩，共培育班克松优质苗木4万
余株，嫁接彰武松15000余株。该研究成果
集成度高，其技术涉及荒漠化土地治理的模
式、林木新品种引进扩繁、造林关键技术等，
广泛适用于林业生态治理和荒漠化土地综合
治理工程，丰富了当地针叶树种，改善了防护
林林种结构，为该区域灌丛低效防护林改造
起到示范、促进作用。项目实施期间，参与编
写了《榆林沙区彰武松嫁接技术规程》《榆林
沙区彰武松造林技术规程》。

2014年重点参与申报的“国家林业局长
柄扁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平台获得批
复。“中心”的成立，为我国搭建了长柄扁桃产
学研相结合和成果转化的重要科研交流平
台。2018年申报的“长柄扁桃国家创新联
盟”，根据长柄扁桃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技术协
同创新，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

实力。同年参与撰写的农业综合项目“沙地红
枣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获批资金
943.41万元。与榆林学院联合申报的陕西省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特色沙生植物开发利用及
其产业化示范”，下达资金60万元。

作为治沙所长柄扁桃科研团队主要成
员的他，2018年重点承担了内蒙古乌兰布
和沙漠腹地的4万亩长柄扁桃种植基地建
设技术指导，负责长柄扁桃标准化栽培和
苗木繁育技术攻关工作。目前已繁育优质
苗木100亩，已初步建成5000亩标准化种
植基地。为乌兰布和沙漠的科学治理和沙
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为长柄扁
桃在同类地区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示范样
板。2013年至2018年，参加了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省林业厅组织的中央财政推广
项目培训会、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培
训会、陕西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学术研讨
会以及中国北方林业及荒漠化防治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并做了“优良固沙木本油料树
种长柄扁桃在防沙治沙中的应用”的学术
报告。所参加的项目，其研究内容与榆林
沙区生态环境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紧密结
合，多个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有研究
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或行业领先水平，对改
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沙区经济发展、加快
沙漠化土地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不仅把目光专注于毛乌素沙地榆林
沙区，更着眼于祖国的边疆生态环境建设
和林业产业发展。目前，已与西藏和内蒙
古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西藏自治区

林木科学研究院合作，联合申报的“拉萨北
山抗旱节水造林技术推广”获批资金100
万元。开展高海拔地区困难立地条件的节
水抗旱造林技术试验研究。与内蒙古西部
瀚漠农林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
林业研究所、中科院林业研究所联合开展
乌兰布和沙漠长柄扁桃栽培模式和苗木繁
育关键技术研究工作；与中科院林业研究
所合作，联合共建扁桃亚属种质资源圃，打
造我国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扁桃亚属种
质资源基地，为今后长柄扁桃及扁桃亚属
品种的研究和技术攻关提供基础性保障。

通过多年研究，他先后获得科研奖励3
项，其中省级二等奖1项，厅级一等奖2项，
调研报告《榆林市长柄扁桃造林成效普查
和产业发展现状》，获得榆林市第七届科技
调研成果奖一等奖。2016年荣获首届陕
西省林业厅“十佳杰出青年”奖和“杰出青
年集体”奖。2018年获得榆林市“第九届青
年科技”奖。2019年被推荐为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西北组林草乡土专家。

近年来，他先后申请专利7项，已授权
专利3项。发表论文20余篇，刊发于《西
北林学院学报》《西北农业学报》《水土保
持研究》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参编著作专
著两部。

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新时代治沙青年
——记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沙产业开发研究室副主任杨涛杨涛

杨涛，男，汉族，甘肃陇西人，中共党员，理学硕士，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任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沙产业开发研究室副主任，兼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长柄扁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届陕西省林业厅“十大杰出青年”和榆林市第九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现主要从
事沙区特色经济林引种试验研究与推广工作。 在省治沙所长柄扁桃示范基地调查苗木挂果情况在省治沙所长柄扁桃示范基地调查苗木挂果情况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长柄扁桃示范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长柄扁桃示范
基地与工人安装节水灌溉管道基地与工人安装节水灌溉管道

在西藏拉萨北山项目区实地调查制定实施方案在西藏拉萨北山项目区实地调查制定实施方案

在组培室检查长柄扁桃组织培养苗生长情况在组培室检查长柄扁桃组织培养苗生长情况

榆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鼓楼论坛揭牌

本报通讯员武永峰报道 9月22日，由榆林市收
藏文化研究会发起，榆林本地文化学者积极参与的榆
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鼓楼论坛揭牌。

据悉，鼓楼论坛议题设置宽泛，题材丰富，在尊重
历史的前提下，各抒己见，形成一种明辨史实、补充完
善、肯定成果的良好学术氛围。论坛每月举办一期，每
期一个专题，努力提升榆林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
和知名度。首次论坛，特邀榆林文化学者李春元作了
题为《明清时期榆林古城在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与核
心作用》的主旨发言。

同是冬泳人 共话山水情
本报记者白清洲报道 近日，中国冬泳文化交流

团一行38人抵达榆林，与榆林大漠冬泳俱乐部成员共
同交流和探讨冬泳事业发展的经验和体会，相互取长
补短。

据了解，该交流团成员来自大江南北，年龄最大
的68岁，最小的50岁。他们从河北石家庄出发，经
过太原到达榆林，之后再到内蒙古、宁夏、甘肃、新
疆、青海、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省区，终点是广东
省，历时40天。

“榆林冬泳事业从无到有，已经小有名气，并参加
了畅游长江和横渡黄河等很有影响的全国性比赛。愿
榆林的冬泳事业和榆林的经济发展都蒸蒸日上。”中国
冬泳文化交流团负责人梁伟新说。

本报记者郝彦丰摄影报
道 “在《榆林日报》看到你们
家的实际困难后，我们特意
组织了献爱心活动，不能让
像你这样的好人受煎熬。”近
日，市慈善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钟开有来到榆林市第二
人民医院，紧紧握住“榆林好
人”张殿虎的手说，同时将募

集到的5万元爱心款交给他。随行
的还有陕西好人、榆林好人楷模贺
莎莲和榆林好人、榆林市道德模范
刘志军以及部分爱心企业、慈善志
愿者服务队代表等。

在获悉张殿虎因救治被电击伤
的二儿子张培模而导致生活陷入困
境的不幸遭遇后，市慈善协会会长
刘洪高度重视，要求市慈善协会志
愿者工作部积极对张殿虎进行救
助。该部立即行动，制订详细救助
方案，一边动员志愿者们献爱心，一
边通过晨希公益网络申请募集。

连日来，来自榆林的通达路桥
建设集团、姿樾商贸公司、高新医
院、中大医院、旭永眼科医院等爱心

企业和青年、金秋春光、绿色地球环
保、最美夕阳艺术团、手拉手等慈善
志愿者服务队，共为张殿虎捐助2.77
万元爱心款，其中通达路桥建设集
团总经理余亚云、姿樾商贸公司董
事长刘小荣每人捐助5000元，贺莎

莲个人捐助1000元。另外，市慈善
协会捐助2.23万元，共计5万元。目
前，晨希公益在腾讯公益平台为张
殿虎发起的“温情冲散重疾的阴霾”
公益项目已开通，募集到的善款将
全部转至省慈善协会的专项账户。

在捐款的同时，榆林部分爱心
人士更关注张培模的救治情况。
记者从医院方面获悉，患者于9月
2日被送进榆阳区人民医院时，呼
吸心跳均已停止。经过医护人员
全力抢救，张培模恢复了呼吸心
跳，但仍处于昏迷状态，但昏迷程
度已由重度变为中度偏浅。9 月
20日，张培模转院至榆林市第二人
民医院作进一步治疗，病情持续向
好的方向发展，目前眼睛能够睁
开，腿脚偶尔也会动。

从9月5日起，本报先后刊发了
《环卫工人为工友张殿虎献爱心》
《2366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
手，向“榆林好人”张殿虎捐款7.45
万余元》《爱心律师为张殿虎提供免
费法律服务》等多篇新闻报道，在社
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众多爱心人士
纷纷捐款和转发相关链接，到医院
看望慰问。截至9月26日上午12
时，张殿虎共收到各类爱心捐款
16.28万元。但高昂的医疗费仍然让
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一筹莫展，现
已花费21.8万元。

市慈善协会

为张殿虎捐助5万元爱心款

斗转星移，江河奔流，鱼翔鹰跃，花
谢花开，万事万物无不运动；璀璨北辰，
巍峨群山，参天古木，清澈湖水，守恒不
动，运动之外也有相对静止，静止是事
物存在的特殊形式。

世间万类多姿多彩，美不胜收。清风
拂柳有种动态美，娇花照水呈现出静态美。

生命在于运动。动可贵，静亦有
益。有夜晚的万籁俱静，放松休息，才
有白日的蓬勃生气，无限创造；有冬日

的潜藏蛰伏，才有春夏的萌动绽放。
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安静幽美的

环境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身处其
间，有利健康，有助进业。

金钱名誉乃身外之物，身心健康和内
心宁静是宝贵财富。阳光下正义、理性的
生活，心灵方可宁静，宁静才是幸福。

虚静的心态是修身学艺的前提。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才须学，学须静。

精神创造需要安静的环境与平静

的心态。安静中方可达到精骛八极，心
游万仞的神思状态。刘勰说：“陶钧文
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杜
甫说：“静者心多妙。”苏轼说：“欲令诗
语妙，无厌空且静。”思想智慧的花朵常
常开放在静的花园。贾平凹先生深得
其妙，他曾把居所命名为“虚静村”。

读书更需要静。静的环境与心态，
读者方可进入书籍营造的艺术境界，领
略其中的妙处，产生心理共鸣。金圣叹

说：“《西厢记》须焚香读之，焚香致其恭
敬；须对雪读之，对雪资其洁清；须对花
读之，对花助其娟丽。”金圣叹强调了在
阅读与欣赏中优雅环境与平静心态的
重要作用。在如此情境中，读者方可获
得极大的精神愉悦，这种愉悦是非物质
享受可比拟的。

一静一动是生活的节奏，一呼一吸
是生命的律动。在繁忙之余，请去找寻
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

宁静才是幸福
钟海波

市创建中心

举办朗诵歌唱比赛
本报记者马露露报道 9月27日，市创建中心举

办“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诗歌朗诵和歌唱比赛，旨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积极向上、
团结干事的工作氛围，充分展现新时代创建人的新面
貌和新风采，践行新使命和新担当。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中心16名参赛选手先后朗
诵了《沁园春·雪》《厉害了，我的国》等诗歌，演唱了《今
天是你的生日》《东方红》等歌曲。节目内容主题突出，
催人奋进。比赛中，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他们铿锵
有力的朗诵、慷慨激昂的歌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辉煌成绩，赢得现
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张殿虎（右五）收到市慈善协会捐助的5万元爱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