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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美国大平原沙尘暴给人的启迪

文/刘 恕 田裕钊

摘要：历史是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今天当我们畅享北京

的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时候，得益于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的成果的

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北方都市亦曾经饱受春季沙尘暴之苦。放眼世界

历史长河，高强度沙尘暴带来的广泛破坏未曾遥远。那么，如何科学

防沙治沙，从根源上防患于未然？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此，

分享刘恕、田玉钊两位先生在 2021年的一篇佳作（该文成于去年 3

月 14~15 日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沙尘暴之后数月）。这篇文章

回顾了 20世纪上半页美国西部强沙尘暴并未尘封的历史，其描述的

当时的自然和社会景象、以及持续的破坏性今日读起来仍然令人心有

余悸，其归根到底的溯源追因更是发人深省。生态兴则文明兴，“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今天全球共建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本文作

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一级学科建设系列文集之一，希望让读者从

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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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14、15日，我国北方地区一场沙尘暴再次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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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沙尘暴影响下的城市清晨，能见度不及 500米，大自然鸣响的警

钟再次引起人们对沙尘暴的关注。沙尘暴天气过程，无论在历史上，

还是在现实中，只要具有产生的环境条件（下垫面地表干燥、疏松；

较强气旋提供热力和动力）就有可能发生。但强度沙尘暴是会酿成灾

难的，上世纪 30年代，发生在美国西部草原的强沙尘暴，就给人们

带来毁灭性噩运。对这场已过去近百年的沙尘暴灾难产生原因和防治

措施的评估，由于经过实践验证和时间检验具有科学真理的价值。我

们愿借助美国西部强沙尘暴并未尘封的历史，“以史为鉴”，从中获

得有益的借鉴和启廸。

1,美国西部草原上的强度沙尘暴

20世纪 30年代初，美国中西部地区遭到的严重干旱，降雨量

仅为12英寸左右，从 1932年起，在俄克拉荷马狭长地带开始遭遇

沙尘暴，严重时能见度不超过 1／４英里。1932年，伸手不见五指

的尘暴有 14次，1933年据当地农工大学气象站记录，发生 70天

严重沙暴。1934年 5月 9日，大平原刮起旋风，太阳变成橘黄色，

第二天沙尘云飞到高空，覆盖了芝加哥，倾下近 6000吨沙土。5月

11日凌晨强劲的狂风挟带着沙尘向周围迅速蔓延,持续了 3天 3夜，

横扫了美国2/3 的大陆。1935年 4月 14日星期天，人们以为肆虐

数周的沙尘暴终于停止，纷纷出家门，沐浴阳光，但在下午气温却骤

降，强黑风暴突然来袭，成为梦魇的“黑色星期天”。4月 15日，

大平原地，包括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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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及德克萨斯六个州的部分地区，又一次迎来强度沙尘暴。沙尘暴

携带了约 3亿吨尘土，横扫中东部，形成东西长 2400公里、南北宽

1500公里、高 3.2 公里的移动的尘土带。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刊

登名为《“黑风暴”-—席卷1500 英里，持续5小时》的报导。

沙尘暴滚滚而至(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934 年，美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 3500万英亩

耕地完全被毁，12500 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大平原区的土

地荒芜，饥饿、病痛迫使成百上千人背井离乡，漂泊四方。美国历史

上最大的一次生态难民潮开始了。逃难者们从堪萨斯、俄克拉荷马、

阿肯色、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内华达等州涌向加利福尼亚或返回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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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的人群(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约翰.斯坦贝克在 1939 年出版的《愤怒的葡萄》中，形象描述

了深受“大萧条”和“沙尘暴”打击的难民惨状：“无数无家可归、

饥寒交迫的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数以万计的逃难者，或坐汽车或乘马

车，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他们像慌张的蚁群，东奔西跑，走街穿巷，

到处寻找工作；东挖西采，左锄右刨，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食物；孩

子们在饥饿中挣扎，找不到栖身之地”。到 1940 年，沙尘重灾区

的许多城镇被弃为空城，有 250 万人外迁。记者厄尼．派尔描写他

在 1936年夏，所见到的美国大平原地区，已是满目疮痍的苦难之地，

“光秃秃的土地，几座孤零要空荡荡的农舍，…沒有一棵树、一根草、

一条狗、一头牛、一个人…。”

2,对环境的无知和利益引诱下的大规模开垦草原是沙尘暴产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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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美国历史上“尘土飞扬”十年，表面上看，是因为美国西南大草

原地区在十年间一直干旱，加上受极地强冷空气影响，常常遭遇大风

天气，“大风起兮土飞扬”；其实，美大平原民众招受重度沙尘暴带

来的毁灭性噩运有其深层原因。

美国西南部大平原本为典型的干草原，在稳定的群落中分佈着针

茅、冰草、早熟禾、野麦等禾本科植物，野牛悠然其间。正是所谓”

上帝创造这片土地不是让人耕种的，而是让印第安人和野牛生存栖息

的”(迈尔特.怀特)。在 1867年的“梅迪辛洛奇条约”承诺草原狩猎权，

据当时的一名官员估计，约有2500 万头野牛被杀。没有了野牛和印

第安人。1870年后，美联邦政府从 19世纪 60年代到 20世纪初，

陆续颁布《宅地法》、《造林法》、《扩大宅地法》等法令的鼓励，

大批东部居民西进开发大平原，在此建设梦想中的家园，自此，每年

有 100万英亩的草地被翻耕。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农机作业发

达，一台拖拉机可抵 10匹马，被称作“大草原的毁坏者”的单向犁，

破坏草原的效率堪称奇迹，翻耕草皮可连根拔起，铲光天然植被。到

了 1931年底，天然草被消失在铁犁之下，以至3300 万英亩草原，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光秃秃裸露的土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农业严重受损，国际小麦价格暴涨，种地成为赚钱的最容易方式。

1920年，人们以每蒲式耳超过 2美元的价格把小麦卖往各处，赚钱

后买回更多的拖拉机，加速开垦更多的土地，在 1917至 1919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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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麦田4500 万英亩增到7500 万英亩，增加了 1．7倍。市场利

润如同挥动着的魔棒，瞬时间把天然大牧场变为”麦田农业帝国”。

到了 1931年夏天，整个大平原被麦浪淹没，虽然伴随华尔街金融

市场崩溃，过剩的种植导致小麦的价格降到每蒲式耳 25美分，但小

麦市场的崩塌并没能减缓对草地的破坏，大平原上的农场主仍然以当

地低廉的种植成本，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

1931年到 1940 年整整十年间，大平原恰遭遇干旱天气，大规模拖

拉机犁开的，富有有机质的呈絮状结构表土层被粉碎成粉状，被大风

热浪吹扬，形成了美国 20世纪 30年代的强沙尘暴。

大风起兮土飞扬

雨果曾说，“大自然是善良的母亲，也是冷酷的屠夫。”在大平

原地区的自然界从“母亲”到“屠夫”的转换过程，干旱不是致命的，

托拉机的犁头也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傲慢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和

受市场利益的诱惑做出对草原生态无节制破坏的结果。沙尘暴吹蚀掉



7

农田表土，使麦田荒芜，棵粒无收导致的饥荒，加上尘肺病痛困扰而

逃荒，民众生活在漫长的黑暗中。

3，与肆虐的沙尘暴进行抗争的措施

美国学者洛基山地理和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约翰·鲍威尔早在

1878年《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调查报告》中，对草原开发可能

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提出预警。但是，智慧的声音往往被世俗观念和

利益冲动所湮灭，科学的预警并未引起关注。

1933年 3月，美国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 32任总

统，就在新政府成立后第9个月，11月 11日，一场强沙尘暴从天

而降，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土被风暴扬起；1935 年 4 月 14日，飞

沙走石,暗无天日的“黑色星期天”到来，大平原上沙尘暴肆虐不断。

面对现实，罗斯福新政府在应对 20世纪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同时,

接受美国“土壤保护之父”的休·哈蒙德·贝内特的观点，将治理沙

风暴引发的自然灾害，纳入在罗斯福新政中。自此，美国政府和民众

开始向自然服输，竭尽所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

⑴ 1933年 5月 12日政府颁布了《农业调整法》，后又陆续颁

布《农场信贷法》、《农场救济法》、《棉花控制法》、《烟草控制

法》、《农场租佃法》等系列农业调整和扶持的法规政策：采取政府

补偿的方式，鼓励人们弃耕休牧还草，恢复天然草原；政府同农场主

签订减少耕地的合同，拒绝执行签约者不得享受贷款和援助；控制农

场的发展和小麦、棉花、玉米、水稻、烟草、猪等农副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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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某种平衡；政府实施购牛计划，收购

并宰杀矮小多病的牛，既减少牲畜数量，又挽救濒临破产的农民。政

府在以法制和补偿方式，推进弃耕休牧还草，恢复天然草原的同时，

兴建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⑵1935年 4月初，美国第 74届国会全票通过了《土壤保持法》,

一致同意在美国农业部下成立永久性水土保持局，实施了联邦土壤保

护计划。按土壤保护计划要求，改变了大平原地区原有的不合理耕作

方式，以发展条带状种植、免耕法、轮作制度、秸秆还田和作物留茬

以及营造防风林带等做法，减少沙尘暴带来的破坏。新的耕作技术在

农业生产中广泛施行并行之有效，农民的信心逐渐恢复，并建立起社

区民间土壤防护委员会，走上自觉归避、防治灾害之路。

⑶ 美国政府1933年 5月颁布《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1936

年 6月颁布《洪水控制法》，1939 年 8月颁布《哈奇农田灌溉法》，

这些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法规，既有效预防了洪水泛滥，又确保了重新

造林和农田灌溉的水源合理使用，特别是将天气预报和地面治理结合

起来，对强风方向的裸露耕地，提前进行喷灌，有效地切断了起沙尘

源头。

⑷ 1933年 3月 31日，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敦促国会颁布了《民

间护林保土队救济法》，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主张建立一个巨大

的防护林带，给美国的腹地束上一条绿色腰带，以堵截来自西面的干

旱风，被称为"罗斯福防护林带工程"。"罗斯福防护林带工程"从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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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他与加拿大的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得克萨斯的阿马里洛南部，纵贯了

6个大草原州，沿100度经线形成一条宽160．9千米，长1850

千米防护林网。罗斯福总统赋予防护林带实现三大目标为：隔断风力；

阻止风蚀；数千人就业。他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使命，要求为年轻

的、穿着制服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工人进行有偿植树，先后有超过300

万美国单身男子参加了民间资源保护队，他们在国家林区工作，任务

是植树造林，开沟挖渠，修建水库，进行各种有利于水土保持的有偿

劳动。"罗斯福防护林带工程"也被称为美国林业史上最大的工程，总

计植树 2.23 亿棵,造林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到 1942年，防护林带

已隐约地展现。

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由法规支撑下逐渐形成：退耕还草、禁耕

休耕、以及应用新的耕作技术，建立防护林带和自然保护区等全方位

的综合措施到 1939年，适逄大草原进入新的一轮湿润气候期，天公

作美，人退草进。至 1940年，短短 5年时间，还草面积就达到 15

万平方公里，约占耕地 10%，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144个自然保护区，

至此，与强沙尘暴的抗争获得初步胜利，结束了十年沙尘暴噩梦。

⒋，上世纪30年代，美国重度沙尘暴灾难给人的启示

“历史是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当我们用“事后诸

葛亮”的目光审视美国上世纪 30年代强沙尘暴这段历史，似在读着

“一本教科书”，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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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上世纪 30年代，在市场利润诱惑下，进行掠夺式开垦，把草

茂鸟集的美国西南部大平原变成“小麦玊国“；美国“土壤保

护之父”贝内特说，“美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不管是野蛮的还

是文明的种族都作不出来的人类土地的最大破坏者”，“仅仅

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却夺走了它维持生命

的保护层”。可见，这场强沙尘暴灾难，不只是“天灾”带来，

更由“人祸”所致；是人类以自身的狂妄、贪婪和对环境的无

知而招致的噩运。那个黑色天空笼罩下充满萧条与绝望的十年，

具有警示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人类为生存与发展而不断

地与大自然打交道时，当务之急是要理智地去认识自然，把握

自然规律，把开发利用建立在合理和持续的阈限内，不能为追

逐利益，而为所欲为。

⑵美国与沙尘暴抗争中采取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对策和措施

才获成功的。这取决于：一是有科学储备。19世纪末期，美

国就有学者指出大平原开发存有问题；1920 年被誉为美国“土

壤保持之父”的贝内特就警告，“人们已经播下了一场巨大灾

难的种子”，开垦草原会自讨苦吃，需要“改变人类的行为，

而不是改造天气”的鲜明观点，为与沙尘暴抗争对策，砸实了

科学基础。二是以“立法“作为实施综合防治措施的保障。法

规是防治措施的保障，又是教育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的利器。

三是，在防治沙尘暴措施，有退耕还草，喷灌阻沙，推进抗风

蚀的带状种植、免耕法、轮作制度、秸秆还田和作物留茬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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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农艺措施，多管齐下，发挥多项互补综合的功能。四是政

府支持。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接受了贝内

特等7位学者共同签名的内容为：①大草原的干旱自古以来就

是如此；②错误的政策导致了过度开垦种植；③草皮被连根拔

起，灾难接连发生，观点鲜明的报告。可见，在科学儲备，法

规，措施的综合性与领导者的明智相结合，使上世记 30年代，

美囯大平原上强沙尘暴肆虐得以结束。这启示我们：①面对生

态灾患，采取防治的对策和措施应具有系统和综合的特征，原

因是你所应对的大自然是一个综合体，它的任何一个自然要素

都不容忽视。不能指望以任何一种单一措施取得成效。②重大

的生态修复工程需要以兼容并蓄、平权宽容的精神进行科学论

证，以期保证修复工程具备坚实的科学儲备而发挥效益。

⑶ "罗斯福防护林带工程"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提出的作为应对强沙

尘暴的植林计划。1935年 5月经专家建议，原设想的防护林

带缩短为，北自加拿大边境，南至墨西哥湾的 6个州 3万余个

农场的私有土地上。1944年对防护林工程进行普查，结果显

示，有 10％林带已消失或因放牧遭受破坏；十年之后1954

年再次凋查，保持良好防扩作用林带已降至近半；至上世纪60、

70年代由于农场兴建喷灌系统林带再度遭毁。进入 21世纪，

有关美国大草原上的"罗斯福防护林带工程"的信息,我们从莫

西.伊根撰写的《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书中获

知，作者2002 年 4月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写道：“富兰克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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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宏大的乔木梦而种下的树大都消失了”，“1940年代出

现有规律的降雨而且小麦价格飙升，农民砍掉防风林带种粮食。

其他树木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干旱周期中死亡。游客偶尔能遇到

一排榆树或毛白杨，尽管尽管被风吹得扭曲变形，却依然矗立

着。这可能是一幕令人费解的景象，一个谜。”

罗斯福总统曾寄希望防护林工程实现“隔断风力，阻止风蚀和数

千人就业“的目标，“以工代赈“300万失业工人组成的植树造林大

军，就业目标已完成，余下的目标如何？这正是作者莫西.伊根提的

一个待人破解的“谜”。众所周知，林带具有减低风速作用，其防风

效益与林带的高度和结构相关。通常在透风系数为 0．3的稀疏结构，

在迎风面林带的 5倍高，背风向林带高度的 20倍的范围内，风速可

减低近半，林带防风效益最佳。超过林带影响范围，风速逐渐恢复，

所以林帶在大范围发挥减低风速作用，必在风速恢复前，再有林带出

现，形成互补作用的林带网。但美国西部大平原年降水量低于 300

毫米的干草原，干旱出现的变率，决定了树木不可能持续生长。其实，

在罗斯福总统提出植林工程初期，就有学者指出，“人类无法改变大

平原的基本自然属性”，提醒“要慎行”。“时间是最好的验证”，

归根结底，“人类无法改变的大平原的基本自然属性”成为林带难以

持续生长的根本原因。

在干草原平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防护林带得到亊与愿违

后果的雷同事例，还发生在上世纪 40年代后期的苏联。当时，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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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实施，“向旱灾进攻，并彻底战胜旱灾，获取农作物高产、

稳产，为发展畜牧业建立坚固的饲料基地”计划，就是通常所说的“伟

大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计划规定在 1950到 1965的 15年

中，除实行草田轮作、修建水库和池塘等措施外，营造总长度 5320

公里，面积达 11.79 万公顷的大型的国家防护林，在国营农场和集

体农庄的田间，营造570万公顷的防护林带。在 1949—1953五年

间，动員千军万马营造防护林 289万公顷，已完成计划近半，据有

关数据到 1960年变为 6万公顷，仅存 2％。诚然，“斯大林改造大

自然计划”中林带的损毁与政局变换、人事更迭的社会因素有关，但

是早在 1955年，防护林带营造最为轰轰烈烈的头 5年时，苏联科学

家在进行大量实地观测已得出如下结论“在干草原的平原上用播种或

种植营造片林不见得是合理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生长不好，既没有

保护土壤，也没有涵养水源的作用。在这个地区，林地最好种植在河

谷地带和大型水库的集水地上。”；“在荒漠草原主要限制因素是缺

少降水，在没有灌水的条件下应拒绝营造林带。“（ Труды инс

титута леса, том ⅩⅩⅠ）。

美国和前苏联营造人工林带，从轰轰烈烈地兴师动众，到事与愿

违的结局，“戏剧性变化“的事实说明，在干草原的平原上，人们出

于自身美好的意愿，以营造人工林带改变、改造自然环境的基本属性

（包括大气环流、水热分布），期望“永远地摆脱天气的偶然”是行

不通的。科学家预测，每隔20年部分地区就要遭受一次大旱灾；民



14

间谚语也有，“10年一大旱，5年一小旱”之说，地带性特点决定

了干旱必会按韵律出现。早在百余年前，俄国著名的土壤学家，防护

林学说的奠基人，道库恰耶夫认为， “应当研究统一的、完整的、

不可分割的大自然，任何一个自然因素都不容忽视。” 他提倡 ，要

准备一个完整的作用于草原大自然的措施综合体，而不是任何单一措

施。

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来源，实践也检验科学的真理性。近百年以来，

那些带有时代特色，被称作“大型整治自然工程”其业已展现出的得

失成败后果，为人们提供学会摆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课件，丰富了人们

认识自然、了解规律，遵循规律把握开发利用阈限的知识。“自然界

中所有五光十色的美景，所有的我们从事的农业活动的敌人：风、风

暴、干旱、干热风，对我们而言是可怕的，只是在我们还不会掌握它

们的时候。但它们不是祸害，对它们只是需要研究，我们应当学会掌

握它们，到那时它们将会为我们的需要服务。”（《道库恰耶夫选集》，

322页）。时至今日，当人们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挑战，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进行经济开发活动时，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值得

人们学习、思考和认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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