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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合提亚尔·吐尔逊

　　 [摘要] 　本文根据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部分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所

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长期以来制约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

的和主观的原因, 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措施及设想, 阐述了西部大开发及发展南疆地区社会经济的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

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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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以南地区, 俗称南疆。如果说新疆是我国最西部的一个省

份的话, 那么南疆就是我国西部之边陲, 它直接与吉尔吉斯斯坦 、 塔吉克斯坦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 、印度等国接壤 。南疆地区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而且长期

以来 “南疆” 一词几乎成为 “落后” 与 “贫穷” 的代名词 。南疆地区为什么长期甩不掉贫

穷的帽子 ?南疆目前的发展现状到底怎样? 南疆该如何开发和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 我于

2001年 8月 12日起程经沙漠公路到和田地区的民丰县 (此为横穿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的最南端, 也是位于和田地区的最边缘 、 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近的

一个县) , 并以此为起点, 开始了我为时半个月的南疆城乡社会调查 。

DOI :10.16486/j.cnki.62-1035/d.2003.02.025



一 、 生态环境和耕地

新疆的面积是全国的六分之一, 而人口则只占全国人口的 1.3% 。从这个表面的数

字上, 定然得出新疆地广人稀的结论。但是, 只要是到过新疆, 并对它的自然地理情况稍

微留意的人, 都会清清楚楚地看到这里的土地是极为匮乏的。特别是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

疆, 95%以上是沙漠和戈壁, 人类能够居住生存的仅仅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星星点点的

一些小绿洲 。在这些绿洲上, 人口的密度超过内地多数省区, 人均耕地一般只有二亩左

右。

根据 50年代初新疆地方政府在新疆墨玉县等地农村的调查, 占人口 7.1%的地主阶

级占有72.4%的土地 。① 根据当时在南疆的和阗 、 洛浦 、莎车和伽师等县的调查, 平均

每人只有二亩耕地。② 解放以后, 南疆地区同我国的其他地区一样, 经历了大跃进 、 人民

公社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在这期间, 虽然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及

管理方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但是南疆各地农村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荒造田的愚公

精神则始终没有变, 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毁林造田, 而且也的确开垦出大量的荒地。但是,

由于南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土地的沙化和干化非常严重, 加上本地人口的不断繁衍和

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 耕地的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

和田地区人口小县民丰县, 解放初仅有 2380户 10129人 。至 1992年, 已增至 7163户

29227人 。43年中, 人口增加了1.89 倍。而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 92.5%, 汉族人口占 7.

3% , 其他民族人口占0.2%;农村人口为 22211人, 占全县人口的 76% ,城市人口为 7016

人,占全县人口的 24%。③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仅 3万左右, 全县人均占地面积超过 1.5平

方公里的民丰县的农村, 各乡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二到四亩不等。于田县占地面积 40030平

方公里,其中平原占 6%, 沙漠和戈壁占 62.7%, 高山地区占 31.3%。该县总人口 181074

人,耕地面积为 316300 亩, 人均耕地面积为 1.7 亩, 森林覆盖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

0.49%。　④

和田地区所属其他各县自然地理情况也大致相仿, 沙漠 、 戈壁和山区占各县总面积的

95%左右, 而可供人类居住生存的绿洲平原所占比例均在 5%左右 。从地图上看, 各县就

是撒落在黄色沙漠中的几片绿色, 而每片绿色又分别由十几或几十个小的绿点 (村庄) 组

成。村庄都为沙漠隔开, 其间的距离都有十几至几十乃至上百公里 。每个村庄就好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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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世隔绝的绿洲, 小的有十几至几十户, 大的有上百户不等, 最大的村庄往往就是乡政

府的所在地。由于每片绿洲都由茫茫沙海所包围, 塔克拉玛干的风沙不断侵袭着绿洲, 绿

洲经济和人民生活表现得非常脆弱 。

二 、 水资源

在和田地区, 环境的恶劣主要表现为沙漠地区的干旱, 而造成耕地匮乏的主要原因也

是干旱。在这里, 自古垄断了水就垄断了土地, 也就控制了一切人的命脉 。如果我们将中

原农业与南疆的农业做一比较,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南疆这种干旱地区的绿洲农业, 不同

于中原的降雨农业, 甚至与新疆北疆的农业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

和田地区的农业灌溉以河水为主, 泉水为辅 。境内有喀拉喀什河 、玉龙喀什河 (这两

条河的流量占地区河水总流量的 61.2%) 、克里雅河 、 尼雅河 、 策勒河 、和田河等 36条

大小河流 。这一地区的人民世世代代就是依靠这些河流来维系生命, 若河流改道, 人们就

会非常顺从地迁往邻近的河流沿岸, 另辟新居, 创建新的绿洲, 而原来的居住地因为断

水, 就会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尼雅遗址一样被人类所遗忘, 或被沙漠所吞并。所以当我们

翻开和田地图时, 就会发现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绿洲就好像串在一条线上的绿宝石似的, 非

常有规则地位于各大河流沿岸 。

和田地区各条河流水量的季节性差异非常大 。每年用水量最大的春季, 河流水量普遍

减少, 而夏季因高山积雪融化, 河水暴涨, 洪水泛滥成灾 。每年夏季约有 70%～ 80%的

河水流入塔里木盆地 。冬季水量最少, 许多河流干涸, 直接造成来年春季干旱缺水 。如于

田县每年春季的水量占全年总水量的11.7% , 夏季占 66.5 % , 秋季占 14.7% , 冬季只占

7.1%, ①而且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高达 4.7公斤 。这也是这一地区土地容易沙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

和田地区的多数县均有泉水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 出水量较大的泉眼, 策勒县有 13

个, 于田县有 7个。其中仅于田县的泉水年流量为 3亿 367万方, 其中可利用的为 1亿

2419万方 。春季水量占21.9% , 夏季占 15% , 秋季占 13.4% , 冬季占 31.7%。这正好缓

解了冬春两季用水紧张的问题 。而且泉水一年四季流量变化不大, 便于利用。

三 、 农村生活与生产

南疆地区的生态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而和田地区生态环境之恶劣可认为是新疆之最。

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这里的大部分绿洲都远离最近几年来才具备一些现代化气息的县城, 各绿洲与县城一

般都有一条普通的柏油路或沙土路相连接。为了解农村的生活与生产情况, 我们坐车从民

丰县城出发, 沿着一条已多年失修而且很多路段都已被沙漠掩埋了的狭窄的柏油路,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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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农村调查的第一站 ———民丰县叶亦克乡。

叶亦克乡离民丰县六十多公里, 有一千一百多户农民 。据乡干部介绍, 该乡的多数居

民原住在现址以东 28公里远的山区老乡。在老乡时, 居民多从事牧业 。因那里缺水, 离

县城太远, 而且环境恶劣, 后来政府就在现址建立了新村, 修建了许多住房, 并将多数牧

民迁来分给土地, 要他们务农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牧业, 甚至很多户依然把牧业

作为自己的主业, 把农业作为副业 。这主要是因为牧业收入一般比农业高而且来得快 。90

年代以后, 由于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农业规模逐年扩大, 而牧业规模则减小, 这直

接影响了农牧民的收入, 于是很多牧民又重新回到老乡从事牧业。对农牧民来讲, 经济收

入的高低是决定他们去留的主要因素 。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

活, 所以就环境而言, 在他们看来, 在老乡山区生活和在沙漠绿洲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区

别。

叶亦克乡政府所在的新乡, 是个方圆不到 1平方公里的小绿洲, 居民半农半牧, 人年

均收入在 500 ～ 600元之间 。人们居住在用土块砌成 、没有粉刷的房屋里, 每户都有用土

墙围成的小院落 。这里盖房不用砖, 其原因是砖的成本太高, 居民用不起, 再一方面, 土

块不仅防暑而且保温, 房子夏天凉而冬天暖 。一出院门就是松软的沙土便道。绿洲边缘的

一些房屋就建在绿洲和沙漠的交界处, 屋后便是茫茫大沙漠。这里的人们非常质朴 、勤劳

而又愚昧, 他们只知道按照干部的安排去劳动和用非常微薄的劳动收入养活老婆孩子, 高

科技 、现代化对他们来讲都是陌生的。活了一辈子但没有进过民丰县城的人, 在这里是很

常见的。总之, 这里的人们非常愚昧 、 贫穷和落后,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广大农村已实行土地承包制, 农民自主经营, 受市场经济的调

节。在叶亦克乡我了解到, 每户早已分得了不少于 15 亩的土地, 但农民不能自主经营。

在这里, 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存在, 整个农业生产始终要按上级党政部门的指令来执行。后

来到了和田的其他县属农村和喀什 、阿克苏地区的一些农村后, 我才知道这种政策在南疆

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执行。在农村有五个统一, 即统一耕地, 统一播种, 统一管理, 统一灌

溉和统一收割。而且像种子 、 化肥 、塑料薄膜和农药等也必须由乡政府统一购进后, 按乡

里确定的价格统一销售给农民, 农民不得自行购置 。农民没有钱, 可以从乡信用社贷款。

夏收之后, 农民所用的全部费用及贷款等一并扣除后, 剩余的才是农民的实际收入 。叶亦

克乡的一位村干部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户农民种 10亩小麦, 那么按当地的收成

标准和粮食销售价格, 可以有 4500 ～ 5000 元的收入。但当年的耕地费 、 播种费 、 水费 、

施肥费 、管理费 、地税 、 乡和村基金 、公益金等支出就将达到 4000元左右 。扣除这些费

用后, 农民实际能得到的也只有 500 ～ 1000元。

在结束了民丰县的调查之后, 我们又先后在于田县的科克亚乡 、喀什地区泽普县的阿

克塔木乡 、阿图什市松塔克乡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拉哈格乡进行了调查 。在由南向北行

驶和调查中, 给我留下的直观的总体印象是:第一, 越往北行驶沙漠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

寸草不生的戈壁;第二, 越往北行驶, 绿洲面积越大, 生态环境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相比较

略微好一些;第三, 越往北行驶, 城市里的现代化气息越浓;第四, 无论塔里木盆地南缘

还是北缘, 缺水与干旱是相同的;第五, 整个南疆各地农村在生产手段的落后 、农民甚至

很大一部分干部观念的落后 、 管理体制的落后和农村干部与群众贫富悬殊等方面是基本相

同的;第六, 一方面, 城市里毕业回来的大学生学无所用, 人才大量闲置和浪费, 以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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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才流往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 农村却缺知识 、缺人才 。

四 、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第一, 国家和政府必须投入足够的开发和建设资金。没有钱, 什么事都办不成, 这是

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大政方针已确定的情况下, 国家和政府足够

的资金投入便是具体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最主要的经济保障 。如果没有一定的建设资金作基

础, 单靠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有限的扶贫款 、捐款, 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疆地区的贫困

面貌的。解放已 52年了, 改革开放已近 20年了, 我们的南疆情况却如上所述。这不能不

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

第二, 在新疆, 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 目前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生态环境之所以如此恶化, 而且有不

断加重的趋势, 这自然有先天的和自然的因素, 但无疑也存在着后天的和人为的原因。许

多湖泊 、 河流干涸, 大片天然胡杨林干枯, 沙漠日益逼近人类居住的乡村与城市, 自然灾

害频繁, 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无止境地对地上和地下资源进行破怀性开发, 对环境资源无

休止地索取, 毁林造田, 不适当地垦殖和利用土地, 草场过牧等愚蠢行为所造成的恶果。

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在发展南疆社会经济的同时, 必须首先改善生态

环境, 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水土流

失, 控制沙漠面积的继续扩大和塔里木盆地土地的沙化和盐碱化。必须把 “种草种树, 发

展林牧” 作为南疆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 并以此为突破口, 以草以林促畜牧, 以草以

林促农业, 以草以林促工业。这是南疆干旱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根本出路 。

第三,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前提条件, 也是实现南疆地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南疆, 首先要围绕水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 加快水利

工程的建设和修复, 特别是要把开发水利资源和节约用水结合起来 。同时要加快公路干

线 、 铁路主线 、 民航机场 、通信及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四, 要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 大力发展教育, 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前提, 以科

技为先导, 把南疆地区靠天吃饭的传统经济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发展

的轨道上 。南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的宗教意识比较强, 这除了历史的和现实社会宗教观念

影响的因素之外, 也与现实生活的贫穷, 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劣, 人们生存能力和文化素质

的低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发展教育是推动南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经

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又会促使人们破除迷信, 信仰科学, 重视自身文化素质的提

高, 所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南疆地区的落后, 归根结底是人的落后, 而人的素质低

下 (包括基层干部) 的根本原因则是教育落后。因此发展教育, 提高人口素质, 培养人才

和高素质的劳动者, 普及科学技术, 是南疆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和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五, 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提高政策和措施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加强法制建设和科

学管理。除了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 、培训之外, 还应提高各级领导

干部的专业技术技能 、管理水平和文化素质, 使他们从单纯的行政和组织管理者变成爱岗

爱民的实干家。应消除干部当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为南疆社会经济的发

展创造宽松健康的政治环境。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或做得不好, 南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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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政治保障, 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新疆的政治稳定也就难

以保持。

五 、 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西部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也是西部民族

地区脱贫致富之路。这是因为, 我国贫困人口大部分在西部地区, 大部分又在农村 。另

外, 从民族分布来看, 我国社会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主要是汉族居住的地区, 而落后的

西部地区较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因此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一定意义上是少数民族与汉族

的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新疆本身, 同样也存在较为显明的南北与城乡差距, 而

这种差距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所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促进

民族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 缩小我国东西部及新疆南北疆之间的差距, 对于巩固和

发展平等 、团结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新疆创

建一个民族团结 、政治稳定 、 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

意义和政治意义 。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贫困地区而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除了对物质文化的开发与发

展之外, 还应包括对精神文化的开发与发展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和

提高, 是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实现我国整个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而对

被开发地区的民族的历史 、 文化 、宗教 、地理以及他们的经济发展现状 、 政治地位 、 思

想观念 、 城乡社会生活及文化教育水平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客观地对

待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正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提出科学而又切合实际

的发展战略与具体目标和措施, 是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促进南疆社会经济 、 人民生活水

平及少数民族人文素质全面提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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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collected through fieldwork,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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