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８ 卷

４０

２０１８ 年

第１期

中

２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８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ｅｂ.

Ｎｏ.１

２０１８

物理遮蔽法培育湿润土层实现沙漠造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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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决沙漠造地中水从哪来、肥从哪来、湿润土层培育、生物多样性重建等关键性问题ꎬ该文采用现

实中戈壁植被、压砂种瓜等典型案例和理论思考相结合的方法ꎬ提出了利用固体废弃物物理遮蔽法实现沙漠造地
的技术思路ꎬ并提出了实施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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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科学治沙的成就举世瞩目ꎮ 王涛等分析了
５０ 多年来ꎬ中国沙漠科学从无到有ꎬ再到创新性和

系统性的发展历程ꎮ 吴正论述了中科院治沙队成立

５０ 年以来ꎬ中国沙漠与治理研究取得的新进展ꎮ 已
有研究结果表明ꎬ２０ 年来北方约有 １０％的沙漠化土
地得到治理ꎬ１２％的沙漠化土地有所改善ꎬ局部地区
出现“ 人进沙退” 的新局面ꎮ
近年来ꎬ沙漠造地已成为土地领域颠覆性科技
创新的主战场ꎮ “ 砒砂岩造地项目” 让榆林 １７０ 公

顷沙漠变成农田ꎬ已试验种植玉米、土豆等农作物ꎮ
秦昇益利用覆膜砂ꎬ构建“ 透气不透水” 隔水层ꎬ使
试验区沙漠植树成活率达到 ９７％以上ꎬ农业种植节

改善生态环境ꎬ又能增加生物生产能力ꎬ必将具有广
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ꎮ

１

１.１

沙漠造地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水从哪里来的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沙漠年降水大部分在 ２００ 毫米以

下ꎬ降水不仅少ꎬ而且很不稳定ꎬ多年平均变率多在
４０％以上ꎮ 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ꎻ夏季又往往集中
在少数几天内ꎬ有时一两天的降水竟相当于半年的
水量ꎮ 蒸发极为强烈ꎬ一般在 ２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毫米ꎬ有
的高达 ４ ０００ 毫米ꎮ 降水少ꎬ蒸发量大ꎬ并不能说明
沙漠土体中没有水ꎮ 冯伟等的监测结果表明ꎬ观测
期内正镶白旗、伊金霍洛旗、阜康流动沙丘土壤 ２００

厘米以下渗漏量分别占同期降雨的 ２１.４％、３３.３％、

水 ４５％、增产 ６５％ꎮ 沙地衬膜水稻已经在局地获得

１.３％ꎻ乌审旗、磴口 １５０ 厘米以下渗漏量分别占同

实现了从单纯“ 防沙治沙” 到“ 治沙致富” 的重大转

期降雨的 ５５.７％、１２.７％ꎮ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ꎬ沙漠

变ꎮ 易志坚科研团队利用特殊粘合剂进行沙漠土壤

中在 １５０ 毫米土层ꎬ甚至到 ２００ 毫米土层都存在一

定量的水ꎮ 通过地表遮蔽ꎬ保存降水、阻断沙土中水

化生态恢复ꎬ使沙土具有土壤的性质ꎮ

分向大气扩散ꎬ成为沙漠水资源利用的关键ꎮ

成功ꎬ开发一亩衬膜稻田就等于增加一亩优质耕地ꎬ

上述点沙成金的案例ꎬ大多需要通过灌溉来解
决水的问题ꎬ还存在不完美的地方ꎬ但是都为建立新
的沙漠造地方法和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ꎮ 通过科
技创新ꎬ采用颠覆性技术治理沙漠ꎬ已经成为了很多
专家的共识ꎮ 把论文写在沙漠上ꎬ向沙漠要地ꎬ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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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肥从哪里来的问题
沙漠等同于没有有机质的土壤ꎮ 沙漠缺少浅根

植物是土壤有机质含量非常低的最主要原因ꎬ只植
树不种草解决不了土壤有机质缺乏的问题ꎮ 沙漠中
的浅根 植 物 为 了 躲 避 炎 热 的 夏 季ꎬ 避 免 “ 断 子 绝
孙” ꎬ进化出了有雨水时迅速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

本领ꎬ如沙漠中的短命菊ꎬ只能活几星期ꎮ 只要适度
恢复这些低矮的草本植被ꎬ加强生物小循环ꎬ在植物
根系的作用下ꎬ土壤有机质就能得到积聚ꎮ 土壤通
过植物的作用ꎬ具有自肥的能力ꎮ 植物根系把土壤
深层的矿物质集聚到沙土表层ꎬ把植物地上部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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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有机物向下输送到沙土表层ꎮ 植物根系分泌
物、土壤微生物和各种酶相互作用ꎬ使表层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不断增加ꎬ土壤结构不断改善ꎬ肥力水平不

４１

漠戈壁植被覆盖度一般介于 １％ － ５％ 之间ꎬ荒漠戈
壁植被覆盖度通常小于 １％ꎮ 沙漠地表覆盖一层很
厚的沙子ꎬ沙漠地貌在风的作用下是会变化和移动

断提升ꎮ 土壤自肥的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ꎬ在人的

的ꎮ 沙漠中移动沙丘的植被覆盖度基本为零ꎬ半固

干预下可以加速和定向发展ꎮ 沙漠造地的关键是如

定沙丘和固定山丘的植被覆盖度比较高ꎮ 沙漠缺少

何加速土壤发育的这些自然过程ꎬ而不是简单的灌

植被和动物ꎬ沙子粒度较大只是原因之一ꎬ最主要的

水和施肥的问题ꎮ

原因是缺少遮蔽物造成的ꎮ 海洋里需要有各种珊瑚

１.３

如何培育湿润土层的问题

礁、海底山为各种海洋植物和动物营造生存环境ꎬ才

沙漠地区一般干土层深厚ꎬ深层土壤的水分通

能使各种小鱼、小虾和藻类得以繁衍ꎬ从而才可以衍

过蒸发的方式向空气扩散ꎬ这种水分运移由于没有

生出中型和大型的海洋生物ꎮ 如果将沙漠比作沙

植物的参与ꎬ不能产生任何的生物量ꎮ 从这个角度

海ꎬ沙海里同样需要珊瑚礁和海底山ꎬ即各种面状的

来看ꎬ就是水资源的浪费ꎬ而且是稀缺水资源的浪

和丘陵状的遮蔽体ꎬ为沙漠植物和动物创造出湿润

费ꎮ 在沙漠地区逐步恢复植物的数量和多样性ꎬ将

的可以躲避天敌的生存环境ꎮ 戈壁生长植物的案例

沙漠深层中水分的运移从土表蒸发方式转换为植物

给我们的启发是ꎬ沙土粒度大不是问题ꎬ但是需要遮

蒸腾方式ꎬ将土体深部的矿物质带到植物茎叶中ꎬ从

蔽体保土保墒ꎮ

而通过植物光合作物合成各种蛋白质、糖、脂肪等有

２.２

机物ꎮ 遏制土表的水分蒸散量ꎬ相较于恢复植被等
生物措施ꎬ当然是采用工程措施对地表进行物理性
遮蔽最直接和最有效ꎮ 通过工程措施人为制造遮
蔽ꎬ在地表培育了湿润土层ꎬ植被恢复和土壤生物多
样性的重建都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ꎮ
１.４

宁夏中卫硒砂瓜的启发
硒砂瓜又称为“ 戈壁西瓜” 、“ 石头缝里长出的

西瓜” ꎬ主产于宁夏中卫市环香山地区ꎬ该区域是典
型的极度干旱区ꎬ年均降雨量不足 ２００ 毫米ꎬ蒸发量
高达 ２ ４００ 毫米ꎮ 在如此恶劣环境下ꎬ当地农民逐
渐摸索出了一套旱地压砂种瓜的方法ꎬ将大量碎沙

生物多样性的重建问题

石覆盖在山地表层ꎬ利用砂砾铺压对地表所具有的

沙漠中植物和动物稀少ꎬ几乎是生命的禁区ꎮ

节水、增温、保墒效果生产西瓜ꎮ 在过去交通运输条

多年生的沙生植物根系十分强大ꎬ梭梭等没叶片的

件落后的情况下ꎬ当地人形容压砂种瓜“ 苦死老子、

植物靠绿色枝条进行光合作用ꎮ 碱蓬等植物体内含

富死儿子、愁死孙子” ꎮ

有高浓度盐分来抑制水分蒸腾ꎮ 沙漠中有少量的蚁
类、蜂类、甲虫类、鼠类、蛇类、蜥蜴类动物生存ꎮ 鼠

２.３

遮蔽提高生物多样性生活常识的启发

农村庭院中ꎬ很少移动的物体ꎬ如水缸、砖垛等

类等动物非常耐旱ꎬ靠采食植物体或种子所含水分

下面往往有较多种类和数量的昆虫或土壤动物ꎬ比

而生存ꎮ 某些蛇类还能用皮肤吸收夜间空气中的水

如潮虫、蜈蚣、蚯蚓等ꎮ 农村中固体废弃物堆积较多

汽以补充水分ꎮ 沙漠中的很多野生动植物ꎬ目前尚

的地方ꎬ往往老鼠比较多ꎬ从而蛇和野猫也比较多ꎮ

不能通过饲养或栽培种类来替代ꎬ具有独特经济价

因为固体废弃物堆积ꎬ构成了虫子、老鼠、蛇和猫这

值和高度的抗性ꎬ构成了极端生境下的种质基因库ꎮ

一独特的食物链和特殊的生境ꎮ 在城市绿化中ꎬ往

中国南方地区丘陵崩岗会迅速形成红色沙漠ꎬ通过

往在花盆里放陶粒、在树坑里放鹅卵石或松树皮ꎬ这

恢复植能够得到有效治理的经验值得借鉴ꎮ 通过沙

些也都是保水和防止土壤板结的措施ꎮ 同理ꎬ沙漠

漠造地ꎬ增加植物的多样性和生产能力ꎬ进而促进动

覆盖薄层的遮蔽物ꎬ或由遮蔽物构筑一些丘陵ꎬ应该

物的多样性ꎬ从而可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重建ꎬ达到

也能够得到保水作用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作用ꎮ

沙漠农业化利用的目标ꎮ

２.４

２

２.１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思路的由来

荒漠地区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下生草现象的启

发

近些年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很快ꎬ在一些本来寸

戈壁植被的启发

草不生的荒漠上ꎬ由于架设的太阳能电池板对阳光

戈壁是粗砂、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ꎬ

的遮蔽作用ꎬ加上太阳能电池板因为夜间冷凝作用

荒漠草原戈壁植被覆盖度一般大于 ５％ꎬ草原化荒

形成的水的滋润ꎬ有些太阳能电池板遮蔽下的沙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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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长出了各种杂草ꎮ 这种现象从另外一个侧面说

动态变化的总趋势是向草原化和绿洲化方向缓慢发

明了ꎬ在极度干旱缺水地区ꎬ遮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

展ꎬ其变化速度为 ４４５ 平方公里 / 年ꎻ由于沙漠活化

到恢复植被的作用ꎮ
２.５

关于物理遮蔽体的选择问题
固体废弃物产生速度快ꎬ资源化水平低ꎮ 目前

演变原因ꎬ中国现代沙漠还在继续蔓延ꎬ但其扩大速
度比较缓慢ꎬ 约为 ３１０ 平方公里 / 年ꎮ 部分沙漠地

区ꎬ分布有与沙漠毗邻的农用地ꎬ为沙漠造地提供了

固体废弃物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废钢铁、废橡胶、废塑

根据地ꎮ

料、废纸、废化纤等再利用价值较高的种类上ꎬ建筑

３.２

固体废弃物ꎬ如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ꎬ再利用的价

从成土因素考虑遮蔽体搭建母质和生物相互

作用的桥梁

值很低ꎬ而填埋起来又要浪费土地ꎮ 固体废弃物又

土壤是地理景观的一部分ꎬ又是地理景观的一

称为放错地方的物质ꎬ说明这些固体废弃物在一个

面镜子ꎬ这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水分、热量、空气、动

地方是废物ꎬ而放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有用物质ꎮ

植物对于母质长时间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土壤是在气

为了治沙造地实现沙漠的农业化利用ꎬ人工制造遮

候、母质、生物、地形和时间等五大成土因素作用下

蔽体ꎬ成本会很高ꎬ经济可行性会大打折扣ꎮ 建筑固

形成的ꎮ 气候是决定因素ꎬ控制着风化的速度和强

体废弃物中的砖头、瓦块、水泥板等ꎬ这些都是通过

度ꎻ生物是主导因素ꎬ影响土壤肥力的发育ꎻ地形是

消耗资源和能源制造出来的ꎬ用来发挥遮蔽体的作

调节因素ꎬ调节水热和物质再分配ꎻ母质是遗传因

用ꎬ正好可以将垃圾变废为宝ꎮ 按照就近取材的原

素ꎬ影响土壤的本底特性ꎻ时间是发展因素ꎬ影响土

则ꎬ沙漠附近戈壁上的碎石就是一种很好的遮蔽体

壤的发育阶段ꎮ 在农业土壤中人为因素是最强烈的

来源ꎬ从戈壁适量取走碎石ꎬ可以起到改善戈壁土地

影响因素ꎮ 沙漠不能发育为优质肥沃土壤ꎬ是因为

条件和沙漠防沙治沙的双重功效ꎮ 碎砖瓦、废旧混

缺水的原因ꎬ导致了母质和生物无法相互作用ꎮ 利

凝土和戈壁碎石等来源于岩石和土壤ꎬ最终归还到

用遮蔽体ꎬ隔断沙漠向大气中蒸散水汽的通道ꎬ形成

土壤ꎬ符合地质大循环的规律ꎮ

湿润表层ꎬ从而也就成功地搭建了母质和生物相互

固体废弃物的构成也很复杂ꎬ为了避免造成土
壤污染ꎬ不能不加区分的搬运到沙漠里ꎬ需要挑选无
污染的砖头、瓦块、水泥板等片状的固体废弃物ꎮ 这

作用的桥梁ꎬ促使沙漠土体向肥沃土壤的发育ꎮ
３.３

沙漠地区培育湿润土层的土壤学和生态学意

义

些材料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污染土壤ꎬ同时抗风化能

沙漠地区通过物理遮蔽法培育湿润土层是实现

力也比较强ꎬ可以保证长期发挥遮蔽作用ꎮ 固体废

沙漠造地的核心ꎮ 通过湿润土层的干湿变化和剧烈

弃物中塑料制品是不能运到沙漠里的ꎬ沙漠里也尽

地冻融交替ꎬ沙粒的分解与矿化速度会加速ꎬ成土过

量不要使用地膜等塑料制品ꎮ 根据相关科学研究结

程会加快ꎮ 同时由于遮蔽作用ꎬ矿化产生的较细土

果ꎬ塑料分解的颗粒已经进入了海洋生态系统ꎬ目前

粒会得以保存ꎬ而不是被大风吹走ꎮ 较细土粒的出

也有少量进入了陆地生态系统ꎬ已经成了生态安全

现ꎬ可以提高沙漠土壤的土水势ꎬ即提高其吸收和保

的一个重大隐患ꎮ

蓄水分的能力ꎬ同时也可以增加沙漠土壤的结持性ꎬ

３

改善土壤内聚力、附着力和可塑性ꎬ为形成良好的土

３.１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的理论思考
沙漠逆转变化和活化演化并存的规律使沙漠

造地成为可能
河西走廊被黄沙吞噬的古遗址、古长城、古绿

壤结构创造条件ꎮ 相对湿润土层也为增加植物根系
量、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微生物活性和土壤昆
虫多样性创造有利条件ꎮ 相对湿润的环境和较细土
粒的聚集ꎬ是加速土壤生物小循环、加速土壤发育的

洲ꎬ即是历史上沙漠化过程的明证ꎮ 现代土地沙漠

物质基础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化的发生、发展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

３.４

结果ꎮ 干旱地区大面积农田弃耕以后ꎬ风沙活动加
强ꎬ就地起沙、流沙入侵ꎬ进而出现灌丛沙堆或形成

沙漠造地需要突破造地就要造耕地的思维定

势

一季壮粮需要 ８００ 毫米降水ꎬ由于水资源的硬

流动沙丘ꎬ从而使绿洲逐渐变为荒漠ꎮ 钟德才的研

制约ꎬ在沙漠地区垦造耕地ꎬ需要采用地表水或地下

究结果表明ꎬ由于沙漠逆转变化原因ꎬ中国现代沙漠

水进行灌溉ꎬ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新的胁迫ꎮ 应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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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照耕园林草大整治模式的思路ꎬ将沙漠改造成疏林

恢复工程过渡到第二期逐步加密阶段以后ꎬ即在更

地和草地ꎬ增加林草面积ꎬ实现沙漠的农业化利用ꎮ

外围启动第三轮第一期的零星恢复工程ꎮ 通过三期

然后在湿润地区ꎬ将不存在沙漠化风险的林地和草

滚动ꎬ逐步扩大沙漠造地的规模和范围ꎮ

地开垦成耕地ꎮ 通过这种转换ꎬ耕园林草在空间布

４.２

局上得到优化ꎬ光温水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利用ꎬ也就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方案的改进方向
不同规模、成因的沙漠ꎬ治沙造地的方案可以进

间接达到了沙漠造地的目标ꎮ

行一定的优化调整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改进ꎮ

３.５

比如说ꎬ增加被遮蔽沙层的保水功能ꎬ可以采取加入

沙漠造地要克服地表堆压是破坏土地的思维

定势

一些粘土等措施ꎻ为了促进植被的尽快恢复ꎬ可以采
根据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群众对耕地保护的

取适当补水和施肥等措施ꎻ为了促进土壤昆虫多样

认识ꎬ一般都认为挖损、压占等都是破坏土地的行

性的恢复ꎬ离城市较近的ꎬ可以同垃圾分类相结合ꎬ

为ꎮ 这种说法在湿润地区具有一定的道理ꎬ压占多

补充一些厨余类垃圾等ꎮ

少面积就会损失多少产能ꎮ 但是在极度干旱的沙漠

４.３

地区ꎬ稀缺的不是土地面积ꎬ而是有生产能力和生态

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观测活动
沙漠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生态系统接近彻底崩

价值的土地面积ꎮ 沙漠里没有遮蔽的地方往往会出

溃的土地ꎬ恢复生态系统是治沙造地的重要途径ꎮ

现干燥的沙土层ꎬ干土层厚度甚至可以达到 ７０ 厘

在沙漠造地试验中ꎬ需要科学观测和记录各种灌木

米ꎮ 通过对沙漠表面进行物理遮蔽ꎬ可以培育湿润

和草种的生长状况、生物量ꎻ要动态监测遮蔽体下生

土层ꎬ同时用来遮蔽的固体废弃物也为各种生物创

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ꎻ需要动态监测改造区域动物

造了隐藏和繁殖的生境ꎮ

多样性的变化情况ꎮ 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观

３.６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测活动ꎬ对沙漠造地区域的生态系统恢复情况做出

首先是该方案不需要灌水和施肥ꎬ不会对周边

科学的评估ꎮ

环境和地下水造成新的胁迫ꎮ 其次是将固体废弃物
变废为宝ꎬ既解决了部分固体废弃物填埋占地的问

４.４

重点开展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化验工作
沙漠造地的最终效果需要反映在土壤性质的变

题ꎬ又培育了湿润土壤表层ꎮ 最后是施工工艺简单ꎬ

化上ꎮ 在沙漠造地试验中ꎬ需要动态的和定量的分

只要通过运输、堆放、少量的植树种草和适度的管护

析测试和计算遮蔽体下沙层含水量的变化规律ꎻ需

措施便可以实施ꎮ 将固体废弃物作为遮蔽体用于培

要通过分析测试摸清土壤质地和结构的变化规律和

育湿润土层的方案ꎬ是一种物理的方法ꎬ具有较大的

土壤有机质、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活性的变化规律ꎻ

合理性ꎬ可以通俗的比喻为给沙漠“ 铺地砖方案” ꎮ

需要通过科学测试分析区域水文过程的变化规律ꎮ

４

４.１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的方案设计
构建一个三期滚动的工程实施模式
第一期ꎬ零星恢复阶段ꎬ利用砖头瓦块等遮蔽沙

漠表面ꎬ使沙漠表层聚集水分ꎬ在遮蔽体缝隙中零星
的种植适生灌木和杂草ꎬ实现从无植被到有植被的

通过开展土壤理化性质分析化验工作ꎬ对沙漠的土
壤化进程做出科学评价ꎮ

５

５.１

物理遮蔽法沙漠造地的政策建议
沙漠造地中要建立不添加有害物质、不破坏成

土过程的生态原则

突破ꎮ 第二期ꎬ逐步加密阶段ꎬ适度加大灌丛植被的

目前污染农田的修复工作中ꎬ大量的氧化剂、还

数量ꎬ深度营造生态小环境ꎬ实现植物的多样性和自

原剂、化工原材料等进入农田土壤ꎬ这些所谓的钝化

我繁殖能力ꎮ 第三期ꎬ相对稳定阶段ꎬ保持合理的旱

剂、螯合剂、修复剂大多未取得相关的产品质量认

生植被数量ꎬ利用植物根系改造沙漠土壤ꎬ同时培育

证ꎬ未经指定单位进行检验和正规田间试验ꎬ更未充

动物的多样性ꎬ并逐步实现改造的经济价值ꎮ 三期

分证明其有效性、无毒性和无害性ꎮ 农田土壤修复

滚动的要点是ꎬ第一期零星恢复阶段完成后即过渡

方式面临着合法还是违法ꎬ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

到第二期逐步加密阶段ꎬ同时在其外围实施第二轮

修复方式等理论和现实问题ꎮ 在沙漠造地中ꎬ加入

的第一期零星恢复工程ꎻ当第一轮的第二期逐步加

人工合成物质ꎬ同样可能会带来污染ꎻ衬膜水稻隔绝

密阶段过渡到相对稳定阶段、第二轮第一期的零星

了沙体表层和深层的联系ꎬ打断了自然的成土过程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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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造地中必须添加的外源物质ꎬ也要保证将来能

的其他公路为网络ꎬ对网络沿线的固体废弃物做出

够彻底清除ꎮ

分拣和储备ꎬ组织与垃圾处理相关的市政管理部门

５.２

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ꎬ有计划的参与沙漠造地工作ꎬ

组织实施一项沙漠造地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储

备工程

构建一个全民造地的公共平台ꎬ依靠国家投资和广

中国具有丰富的组织重大工程的经验和能力ꎬ

大群众的共同参与推进沙漠造地和生态建设ꎮ

大工程能够发挥大作用ꎮ 在西部大开发、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的大背景下ꎬ组织开展利用固体废弃物物
理遮蔽法进行沙漠造地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储备工
作ꎬ建设试验基地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模式ꎬ
可以增强中国的土地资源安全保障能力ꎮ
５.３

制定以“ 两点两线” 为重点的沙漠造地实施规

划

建议将古遗址、沙漠城市、沙漠公路沿线、沙漠
和农用地的交界线这“ 两点两线” 作为造地重点区
域和优先开展区域ꎮ 古遗址周边造地ꎬ有利于挖掘
古代文化的价值和促进当地旅游事业发展ꎮ 沙漠城
市周边造地ꎬ有利于保护绿洲和发掘新造地的经济
效益ꎮ 沙漠公路沿线造地和沙漠农用地交界线沿线
造地ꎬ可以促进道路保护和耕地保护工作ꎬ可以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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