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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5月28日，天刚蒙蒙
亮，乌梁素海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站站长马海明就
来到保护区巡视。这段时
间，很多往北迁徙的候鸟
都来到这里休整。

“今年水质明显好了，
鸟也多了。”马海明怀里抱
着他的长焦相机，指着不远
处小声说，“看，那是翠鸟。”

一只翠蓝的小鸟一头
扎进清澈的湖水里，湖面泛
起小小的涟漪。“塞外明珠”
乌梁素海正在“返老还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决心
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北疆大地变得越来越美。

建设———厚植“绿色

之基”

站在高地远望库布其
沙漠，一条条穿沙公路犹如
人体中的一根根血管，盘活
了整个沙漠地区。一望无际
的沙漠，因为有了绿色植物
的点缀而不再孤单。

走进库布其沙漠生态
治理区，你会发现这里远比
想象的还要漂亮：水鸟翱翔
天际，野鸭栖息在随风摇曳
的芦苇丛中；岸边灌木遍
布，乘着暖暖微风，空气中
满是生命的味道……

“没错，就是大家口中
的‘死亡之海’。经过30年
的治理，这里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人

自豪地向记者讲述着。
数据统计，2017年，库

布其沙漠的植被覆盖率已
经达到53%，年降雨量已经
有400多毫米，超过500种生
物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年
只刮了一次沙尘暴。可是，
有谁知道，30年前，这里的
植被覆盖率只有3%—5%，
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一
年要刮50次沙尘暴，只有少
得可怜的10种生物。

库布其沙漠的沧桑巨
变，正是我区大规模推进
国土绿化，加强荒漠化防
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典型案例和生动实践。

内蒙古，这片辽阔美
丽的土地，横跨“三北”，毗
邻八省，是我国北方面积最
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
区。这里有着我国目前保存
最完好的草原———呼伦贝
尔草原、我国北方第一大淡
水湖———呼伦湖。同时，还
分布着五大沙漠和五大沙
地，占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总面积的1/5。

内蒙古的生态状况，
不仅关系到自治区各族群
众的生存发展，也关系东
北、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
生态安全。

特殊区位，赋予特殊使
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
强力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
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
建设等六大林业生态重点
工程，生态建设以每年超过
1000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

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实
现持续双增长，占全国净增
面积的近十分之一，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21.03%。

2017年9月，《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在我区成功
举办。我区的荒漠化防治
工作代表国家接受了世界
的检阅，为实现土地退化
零增长这个世界目标提供
了“中国方案”。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
水远山皆有情。北疆大地，
正涌动着造绿的澎湃热
潮，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
地遍染绿色，让草原牧歌欢
唱……“三山两沙四区”的
林业生态框架日益清晰，

“绿色之基”在气势磅礴的
生态文明建设中越植越厚。

理念———凝聚“绿色

之力”

巍巍大兴安，梦幻阿尔
山。5月，正值兴安杜鹃盛放
的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
花秀于林，熔岩嶙峋，好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近日，中国气象局授
予阿尔山“中国气候生态
市”荣誉称号。至此，阿尔
山又多了一张响亮名片。

“国家气候标志”是由独特
的气候条件决定的气候宜
居、气候生态、气候品质等
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气候
品牌的统称，是衡量一地
气候生态资源综合禀赋的
权威认定。在气候生态类
全部35项评估指标中，阿

尔山所有指标均达到优良
等级，其中31项为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阿
尔山得天独厚的优势，更
是阿尔山旅游产业发展的

“金字招牌 ”。
视绿色为底色和价值

的内蒙古人深知，内蒙古
最大的潜力在于生态，在
生态保护大格局之下，还
要走出绿色发展新棋。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区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
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
作。无论是在深入推进绿
色内蒙古建设长远大计中
占据一席，还是部署三大
攻坚战中，污染防治都有
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都
是在行动层面算大账，精
心调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
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
者间精细的平衡。

制度———锻造“绿色

之尺”

距呼伦湖301管理站
以东几百米处，一条70米
宽的引水通道将海拉尔河
河水从34公里之外源源不
断地引入呼伦湖。同时，湖

水外流通道的新开河河道
清淤后设置了闸门，增强泄
水能力，加大活水补充和交
换能力，实现水体循环。

一大早，呼伦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人员李治国就来到电脑
前，用远红外高清摄像头
查看呼伦湖湖面情况。“目
前湖区水域面积稳定在
2050平方公里左右，实现
了国家确定的恢复保护目
标。在2017年全市面临大
旱、降水量较往年平均偏
少30%以上的情况下，当年
8月呼伦湖水域面积依然
保持在2051平方公里。”呼
伦湖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淡
水湖，对维护呼伦贝尔草
原乃至东北地区生态平衡
具有重要作用。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锻造一把刻度精准的

“绿色之尺”显得尤为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驶入
“快车道”，重塑着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发
展观———

顶层设计日益完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办法颁布，以考核促进
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开启生态保护红线战略，
将重要生态空间进行严格

保护；实行河长制、湖长
制，为每一条河、每一个湖
明确生态“管家”。

体制改革成果显著。
6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
红线保护，10.2亿亩草场纳
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102个国有林场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先行开展森林和湿地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
作，3个林场2014年森林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已经完
成；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明确84
项追责行为。

法治建设快马加鞭。
新环保法增加按日连续计
罚等执法手段，被赞“环保
法终于长出了牙齿”；制修
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
法等，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正在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
治法，将成为防治土壤污
染的一把“利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必须印刻在头脑中、体
现在行动上。执着的生态
坚守，让我区的生态状况
呈现“整体遏制，局部好
转”的崭新局面。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绿色打底，理念刷新，内蒙古
这方浸润着深厚感情的热
土，正聚力而行，其景日新。

新华社长沙5月20日

电（记者 刘良恒） 从长
沙城出发，沿湘江东岸北
上，大约30多公里就到了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
郭亮纪念园坐落于当地一
个丘陵起伏、草木葱茏的
小村子里。

长沙市望城区文物管
理局副局长李峥嵘介绍，
2001年，为纪念郭亮诞辰
100周年，望城区重修了烈
士墓，贯通了入园道路，修
建了陈列馆、围墙、水塘护
坡，并征用了40亩墓地风
景保护林辟为郭亮陵园。
2011年，郭亮陵园更名为
郭亮纪念园。

郭亮，又名靖嘉，湖南
长沙人，1901年12月3日出
生于望城县铜官镇射山冲
上文家坝（今望城区铜官
街道郭亮村）。郭亮是毛泽
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在
延安谈起郭亮时，赞扬郭

亮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
组织者”。

1916年，郭亮在长沙长
郡联立中学学习。1920年
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毛泽东当时在一师附小
担任主事，郭亮经常去向他
求教。经毛泽东介绍，郭亮
加入新民学会。不久，加入
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郭亮由毛泽东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郭亮主要从
事工人运动，先后任湖南
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
总干事，湖南省总工会委
员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省委工运部部长，成为著

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2年8月，郭亮被派

到湖南岳阳从事铁路工人
运动，组织工人成立粤汉铁
路岳州工人俱乐部，9月，为
抗议铁路当局虐待工人，他
带头卧轨，发动了震撼全国
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5月，郭亮在中
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
久，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
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郭亮
到贺龙第二十军做政治工
作，随部队参加了八一南

昌起义。1928年1月，郭亮
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
记，到岳阳组织武装起义。
他在岳阳化名李材开了家

“李记煤栈”作为特委机
关，又开了一处饭铺做地
下秘密交通站，恢复和发
展党组织，发动工农开展
武装斗争。由于他的努力
工作，湘鄂赣三省边界的
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8年3月27日，由于
叛徒告密，郭亮在岳阳被
捕，于第二天押送长沙，29
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

口前坪，年仅27岁。郭亮被
害前，给妻子李灿英写了
一封遗书，“望善抚吾儿，
以继余志！”表现了他对革
命必胜的信心。

郭亮牺牲90年后的今
天，他的家乡长沙市望城区
铜官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近些年，这个有着深
厚文化底蕴和优秀红色基
因的古镇逐渐复兴，先后获
评第三批“中国乡村旅游创
客示范基地”、国家建制镇
示范试点单位、湖南省首批

“经典文化镇”等殊荣。

青山披锦绣 绿水润北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上篇）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施佳丽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郭亮
郭

亮
︵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