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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卓：用青春浇灌沙漠，直到风沙止步时
2020年“最美大学生”、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个麦草方格需要4个人合作、耗

时10分钟才能完成； 一株梭梭苗从播种

到发芽需要7天；一棵肉苁蓉的完整生长

周期是365天……”说到这些位于祖国西

部地区的植物，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刘智卓如

数家珍。

他的眼神里有光， 他的脚下是一条

不平凡的 “赛道”———从2016年开始，刘

智卓就投身治沙公益事业， 立志和沙漠

化“赛跑”。

这是刘智卓目前的“战绩”：过去五

年来，他带领着团队，共在西部地区栽下

10万多个草方格，固定黄沙2000余亩，造

林3000余株。他推广的梭梭树，嫁接上经

济植物的治沙扶贫新模式， 已帮助当地

农户在防风固沙的同时实现创收。

一名95后上海交大硕士生为什么会

如此投入地在沙漠种树？ 刘智卓的回答

很简单， 他的愿望是 “把漫天飞沙的沙

漠，变成一片绿色的梭梭林”。

“很多人在做人生的选择时，习惯于

将赛道的挑选放在首位，似乎认为自己选

一条容易走的路，更容易做出成绩。 但我

更相信坚持的力量，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

只要足够投入、坚持，一定会有收获。 ”

刘智卓的事迹感动并激励着无数人。

日前，他被评为2020年“最美大学生”。

“我要带着团队继续治沙！”

在刘智卓就读的上海交大， 很多学

子在新生入学第一课上都会听到一个故

事： 任教于该校的孔海南教授坚守大理

15 年，只为守护洱海的水清月明。 榜样

就在眼前，刘智卓选择了追随。 “在我听

说了孔海南教授的故事后， 就下定了决

心，要投身环境治理”。

很快，机会来了。 2016 年，刘智卓带

着 9 个大一的同学从上海出发， 来到甘

肃省民勤县收成乡治沙点。到大漠深处，

刘智卓当时的心情是震惊。“‘沙漠化’这

个词，在课本上早已耳熟能详，但真的走

进其中，才知道什么叫‘黄沙漫漫’”。

当时， 刘智卓每天的任务就是帮助

当地居民一起制作草方格。 制作麦草方

格，首先要在沙漠里挖出一个 10 多厘米

深的沟壑，将麦草填进去，最后再用沙子

固定住麦草。工序看似简单，可在风沙和

暴晒的恶劣天气下， 对新手而言绝非易

事。每次干完，他几乎都会因为缺水和上

火讲不出话，皮肤因暴晒蜕皮，耳朵里都

能倒出沙子。

14天的实践很快结束， 但在风沙侵

蚀的残垣中，一个个草方格以及当地一张

张防沙治沙的面孔，却再也挥之不去。 就

像心中燃起了一把火，刘智卓的脑海中出

现一个声音：“我要带着团队继续治沙！ ”

但是， 一个纯学生组织的公益活动，

怎么吸引其他志愿者？刘智卓不仅让同行

的志愿者靠口碑宣传，他还开通了微信公

众号，把沙漠中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从

第一期 10个人的小队，到第二期 30个人

报名，再到第三期几百人报名，“绿格公益

团”的队伍逐步扩大，至今已发展到 800

人，拓展至全国 30多所高校。

“我们不是疯子”

随着团队规模越来越大， 在志愿者

接力治沙的过程中， 不同的声音也开始

冒出来了。 “我们要花 14 天时间做的草

方格，当地熟练工一天就能做完。以这个

速度对抗沙漠化，似乎是杯水车薪，那我

们做这些工作有多少意义？”来自同伴的

疑问，敲打着刘智卓的心，促使他陷入思

考： 既然是一支有专业傍身的大学生队

伍，能否通过技术赋能，走出一条不一样

的治沙之路？

在不断的调研走访中，“肉苁蓉”进入

了他的视野。肉苁蓉是一种高经济附加值

的寄生植物， 成熟后可以作为药材出售，

而肉苁蓉的寄主梭梭树，恰好具有很好的

固沙作用，是治理沙漠的优良植物。

那么，能不能让梭梭树嫁接肉苁蓉，

把肉苁蓉种植和防风固沙结合在一起？

萌生了这个想法后， 刘智卓联系了研究

肉苁蓉的专家、上海交大的李晓波教授。

双方几经探讨，决定达成合作，将这项技

术引入沙漠。

“我们不是疯子，这件事情真的能干

成！ ”2018 年的某天，当刘智卓带着梭梭

树嫁接肉苁蓉的技术找到当地农户时，

不少人听了以后连连摆手，“靠这就能赚

钱？ 不靠谱！ ”原来，在当地也有一位商

人，为了在沙漠种树散尽家财，最后还欠

下一屁股的债。所以，不少村民都认为这

个商人“疯”了。 而眼前这名大学生竟然

提出种树还能挣钱，“怕不是也失了心？”

刘智卓做起事来，还真带着一股“疯

劲”。 他找到了村民口中的商人“曾叔”，

双方一拍即合。 在上海交大技术团队的

支持下，当地如今已形成了肉苁蓉 7000

多亩、锁阳 10000 多亩的种植规模。

看着蒸蒸日上的种树事业， 村民们

终于相信了这群年纪轻轻的大学生，越

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其中。这两年，刘智卓

欣喜地发现， 有些农户的家里新建了厕

所。 “说明大家的经济状况真的好起来

了。大家的生活跟着好起来，这就是对绿

格最好的奖励。 ”

“去往祖国需要的地方”

连续几年在西部治沙， 也让刘智卓

深刻地认识到一点： 扶贫先扶智。 2019

年，刘智卓在结束大学本科的学习后，作

出一个重要决定：去西部支教。

被派到云南省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后不久，同事和家长们便听闻了这位“板

扎”老师的厉害。 “板扎”一词是洱源话，

意思是“靠谱，能干”。

在班级发现有的学生基础较差，甚

至不会背九九乘法口诀表， 刘智卓便坚

持给这些学生“开小灶”，补习落下的学

习进度， 并和支教团的队友联系了社会

爱心人士， 建立专门的基金会来支持当

地教育事业发展。

“我不觉得我是最美的人。 ”在采访

结束时，当记者问及怎么看待“最美大学

生”称号时，刘智卓给记者看了一段“绿

格公益团”拍摄的微电影。 电影中，一位

治沙人双手抱头， 低声呜咽：“一株苗都

没活。前年是被兔子吃了，去年又被老鼠

吃了，今年又是怎么了？ ”有人拍拍他肩

膀，劝慰他，“你真该休息休息了！ ”只见

治沙人重新整理工具再出发：“干到风沙

止步的时候再说吧！ ”

“直到风沙止步。”刘智卓说，相比那

些长期坚持在一线的治沙人和公益人，

他只是渺小的一粟， 只不过很幸运地被

看见。他认为，“最美”的称号要送给所有

为支援西部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者。“每

个人都是一滴水，来自于大地，汇聚于大

海。 环西部需要我，基层需要我，那我就

去往祖国需要的地方，贡献青春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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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 充

分展示高校辅导员和

大学生的奋斗精神 ，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近日联合发布 2020

年 “最美高校辅导

员 ” “最美大学生 ”

先进事迹。

王银思 、 朱丹 、

刘铁、 李青山、 库来

西·依布拉音 、 张家

玮、 祝鑫、 钱珊、 靳

敏 、 简敏 10 名高校

辅导员， 于婷婷、 刘

智卓、 李莎 （已故）、

李海超、 余汉明、 单

思思 、 赵东 、 闻健 、

倪杰 、 崔译文 10 名

在校大学生， 分别被

评为 2020 年 “最美

高校辅导员” 和 “最

美大学生”。

发布仪式以 “同

心护家园” “奋斗谱

青春 ” “追梦扶贫

路 ” “大爱行无疆 ”

为关键词， 全方位展

示了 10 位 “最美高

校辅导员 ” 和 10 位

“最美大学生 ” 在疫

情防控 、 脱贫攻坚 、

志愿服务 、 思政教

育、 就业帮扶等方面

的先进事迹， 展现了

当代高校辅导员和大

学生立足本岗敬业奉

献， 矢志拼搏不断奋

斗的良好风貌。 发布

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举行 ， 中宣部 、

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

们颁发了证书。

获奖者表示， 他

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对高校师生的殷切

嘱托， 不忘初心、 珍

惜荣誉 、 再接再厉 、

勇立新功。 广大师生

表示， “最美高校辅导员” 和 “最

美大学生” 们用汗水浇灌收获， 以

实干笃定前行， 把青春梦融入中国

梦， 他们的事迹定将激励广大高校

辅导员更好践行 “为党育人、 为国

育才” 的使命担当， 激励广大青年

学生不惧风雨、 勇挑重担， 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贡献青

春力量、 成就个人梦想。

■本报记者 吴金娇

即便接种了疫苗，个人防护仍不能松
上海累计已有近 56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已完成接种的张文宏等医生强调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第一针打

完后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有没有特别反

应？”昨天下午 4 点多，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开始新冠疫苗第二针剂接种工

作。 记者同日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包

括医务人员在内 ， 截至 1 月 10 日 24

时 ， 本市新冠疫苗重点人群已接种

559942 人， 其中完成第一剂次 487025

人，完成第二剂次 72917 人。

“针头很细，飞快扎入，我自己没什

么感觉，周围人也没什么感觉。 ”下午 4

点多， 在华山医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华山医

院副院长马昕前来接种第二针。马昕告

诉记者，华山医院对急诊、发热门诊等

重点岗位要求“应接尽接”。

间隔半小时后，刚下门诊的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现身，他也是来注

射第二针。张文宏说，两针注射，其中第

二针起到“加强”作用，注射后人体会形

成抗体，与此同时，个人防护仍然要做

好。“尤其是打完疫苗就出国的人，一定

要记住，打完疫苗不代表百分百不被感

染， 应该说感染风险会下降到很低水

平。”张文宏一再强调，即便接种了新冠

疫苗，个人防护仍不能松劲，包括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此前，针对大众关心的“疫苗开始

接种后，是否还需要戴口罩”这个问题，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明确表

示：对个人来说，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

不是 100%，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

要一定的时间；对群体来说，在没有形

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

易传播。 所以，要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

弹，现阶段其他各项防控措施仍然要坚

持下去，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

洗手、通风等防护措施。

在上海，包括医务人员在内，重点

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已推开。 华山医院

防保科科长张政伟介绍， 华山医院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于 2020 年 12 月

末，目前接种的 1200 多剂第一针包含

总院和西院两个院区， 暂无严重异常

不良反应。

上海市疾控中心介绍， 现阶段，本

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主要

包括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疫、船舶引

航、航空空勤、生鲜市场、公共交通、医

疗疾控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人员；

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学习

等人员。

1 月 7 日起，上海正式启动因私出

国工作、学习人员新冠疫苗预约紧急接

种服务。 全市 1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防接种门诊提供预约接种服务。市民

可登录“健康云”App 预约。

此次使用的是国产新冠灭活疫苗，

全程需接种两剂次， 其间至少间隔 14

天。 根据统一要求，新冠疫苗依托信息

系统严格落实“一人一苗一码”的疫苗

全程可追溯。

那么，准备注射新冠疫苗有什么要

注意的？ 两次注射间隔时要留意什么？

市疾控中心表示，接种前医生询问健康

状况时，请如实告知相关信息；接种完

成后，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接种当日注

射部位避免沾水并注意个人卫生，适当

安排休息；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

既往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尽量不

饮酒、 不进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

建议清淡饮食、多喝水。

面对眼花缭乱的婴儿护肤品，
家长该何去何从

一名 5个月大的宝宝使用问题面霜后变“大头娃娃”

这两天，“大头娃娃” 事件经由一位

微博博主曝光后，引发不少网民的关注：

某品牌抑菌婴儿霜中被检出含有过量氯

倍他索丙酸酯（一种糖皮质激素），一名

仅 5 个月大的宝宝在连续使用该婴儿霜

2 个月后变成了 22 斤的“大头娃娃”，并

出现发育迟缓、多毛等现象。

目前，主管部门已介入调查。而一些

儿科医生在关注这一事件、 为孩子感到

揪心之余，也有话想说。

“我打开视频，一看这个孩子，很明显

是长期使用激素的症状。 ”海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儿科主任

蒋瑾瑾开门见山说道。 临床上，她虽未曾

见过外用护肤品引发如此重症的孩子，但

擅自使用激素，导致孩子出现多毛、色素

沉着等症状的糊涂家长如今并不少见。

专家提醒：面对年幼的宝宝，很多时

候，父母的无意和无知，常常会成为“好

心办坏事”的导火索。

激素对皮肤的危害，
不止于表面

激素真的会造成“大头娃娃”吗？ 答

案是肯定的。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新生儿科主治医生张成强介绍， 婴儿皮

肤相对于大宝宝和成人来说确实更薄，

因此，对外用药物的吸收能力更强，也更

容易出现过敏现象。

此前就有一则让人揪心的报道：有

个宝宝发热，父母用掉约 1000 毫升工业

酒精为其“物理降温”，最终导致孩子酒

精中毒，抢救无效身亡。

“如果长时间、相对大剂量、大面积

地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 真的会让宝宝

的小脸变得像气球一样。 ”张成强说，这

在医学上称之为“满月脸”，即库欣综合

征面容。

“长期使用激素会出现向心性肥胖，

但危害绝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脸肿

大、多毛、色素沉着等。 ”蒋瑾瑾补充，更

多危害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发育

迟缓、骨质疏松、骨密度减退、应激性溃

疡、消化道出血等。

更可怕的是，使用激素初期，效果立

竿见影， 短时间内皮肤症状就能有所改

善。 但时间一长， 毒副作用便会显现出

来。 而且，一旦大剂量使用激素，不能骤

然停药，否则会引起“撤药综合征”，出现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症状。

查清病因，才能药到病除

激素看似“可怕”，但也不必谈之色

变。 据蒋瑾瑾介绍，临床上，患有肾病综

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湿疹等病症的孩

子都会用到激素，“前提是， 一定要告知

家长使用激素会产生的疗效和副作用。”

她强调， 即使是需要使用激素的孩子也

应谨慎用药，避免滥用激素。

比如，对于患湿疹的孩子，激素最多

使用一周，就不宜再用。因为激素只能改

善湿疹症状， 而治病讲究由内而外地全

面调理。 “必须要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会

得湿疹。如果是因为过敏，能否回避过敏

源？了解清楚病因，才能治标也治本。”蒋

瑾瑾说。

那么， 平时小宝宝出现皮肤红肿发

炎， 家长该如何正确处理？ 专家的建议

是，到正规医院明确病因，由医生开具药

物，按需用药，并遵照医嘱，按时到院随

访宝宝病情以及停药。

“脸上皮肤红肿是皮肤病中最常见

也最复杂的疾病。红肿的原因有很多，比

如过敏、湿疹、刺激等。 ”蒋瑾瑾说，只有

到医院查清病因，才能根除病症。

此次“大头娃娃”事件一出，不少家

长胆战心惊，有人疑惑：孩子还需要日常

护肤吗？

张成强给出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要

知道，人体的皮肤屏障包括表皮和真皮，

保护人体不被病原体侵入。其实，哪怕是

一岁以内的婴儿， 皮肤屏障也不会那么

容易攻破。

“不可否认，很多商家就是利用家长

害怕使用激素的心理， 在产品上标注诱

导性字样。 ”张成强给出三点建议：家长

给宝宝选面霜前， 不要通过非医疗渠道

随便购买任何暗示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的

护肤品； 不要购买不正规美容院、 朋友

圈、 不正规网站贩卖的产品； 强力鼓吹

“快速见效、零添加”的产品，尽量避免。

面对市面上眼花缭乱的各色宝宝面

霜， 医生建议， 家长在选择时要牢记一

点：宝宝护肤没那么繁琐，关键是做好保

湿。 家长选择妆字号的正规保湿面霜就

行，不需要那么多噱头。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正在进行新冠疫苗第二针剂接种。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①刘智卓在甘肃民勤治沙点 。 ②
梭梭树嫁接经济植物 。 ③ “板扎 ” 老

师刘智卓在支教 。 ④ “绿格公益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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