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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喊渴 乌拉特中旗17468人受灾
文/本报记者 白忠义

大羊：1天2800斤草、
720斤饲料，总价2096元；

羔羊：1天 280斤草、
200斤饲料，总价423元；

大畜：1天140斤草、100
斤黄豆，总价171元……

每一天的饲草料费用
总计为2690元，再加上2名
雇佣人员的工资和油料
费，1天的实际费用为2960
元。在为期1个月的休牧期
内，全部费用为88800元。
减 去 休 牧 政 策 性 补 贴
10642元，实际产生费用为
78158元。

这份账单记录的，是
牧民陶德毕力格家今年春
季休牧期间的开支情况明

细。
陶德毕力格家住苏尼

特左旗白音乌拉苏木赛罕
塔拉嘎查，他家有14190亩
草场，为了规模化养畜，他
还租赁了2万亩草场，家里
有1400多只羊和70头大
畜。

采访中，记者感觉到
陶德毕力格是个喜欢用数
字说话的人。他的养畜经
验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
算好账，绝不做亏本买卖。

“休牧期间花了近8万
元，乍一看，这数字是不
小。但是这钱花得很值。在
牧草生长期间，牲畜在草
场上自由觅食的话，往往

会把幼草连根都拔出来吃
了。这样的草场最短得需
要7天才能恢复。而且，牲
畜食不果腹不说，还往往
会因追青草而掉膘。这么
算来，1个月的休牧，不仅
能恢复草场生态，还会带
来秋夏两季更大的经济效
益。”陶德毕力格谈着对春
季休牧的认识。

多年的明细化算账，
让陶德毕力格悟出了很多
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市场
的定律，时刻做好畜群结
构的调整，才能在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陶德
毕力格认为，对于牧民来
说，按照市场定律养畜，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抓手就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些年，羊肉价格大
幅下降，很多牧民因没调
整好收支账而陷入困难，
陶德毕力格却养精蓄锐，
在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
下，只处理大羊和公羊羔，
留下品质优良的母羊羔，
当做基础母畜。等到2016
年底，羊肉市场回暖，价格
大幅复苏时，陶德毕力格
敏锐地意识到大赚的机会
来了。2017年，他家一口气
接了1000只羔羊，等出栏
时，平均1只羔羊的价格达
到861元，挣了个盆钵盈
满，光这一项收入达到了

86万元。
为什么大部分人家的

羔羊平均价格才700多元，
而陶德毕力格家的羔羊却
能卖到861元？奥秘还是在
他的精打细算上。“在羔羊
的增重期，最重要的就是
科学饲养。别的牧民可能
会忙于应酬，忽略饲养，我
家却每天都在用最精确的
方式喂养。经过测算，和粗
放式养殖的羔羊相比，精
确喂养的羔羊1天多增重3
两肉。10天就是3斤肉，如
果按生长期算下来，我家
羔羊多卖个100多元也就
不稀罕了。”他笑着说。

虽然年近六旬，但陶

德毕力格一点不墨守成
规，反而很善于接受新鲜
事物。他家的网围栏的门
是全自动感应门，棚圈里
安装着摄像头，只要能够
创造价值，他都会想方设
法在畜牧业生产中应用上
这些新技术、新产品。

“草原+牲畜+牧民，这
是构成畜牧业的三大因
素。草场一样、牲畜一样的
先决条件下，富裕和贫困
的差距就是出在主人身上
了。过去，靠勤奋的双手就
可以致富，如今得靠智慧
才能致富，才能实现现代
化畜牧业。”陶德毕力格意
味深长地说。

“遭受严重旱情，草场
没草，牲畜的生长受到了
威胁，我们虽然焦急，但心
里踏实，因为有党和政府
关怀着我们，有社会各界
人士关心着我们……”今
年以来，乌拉特草原少雨，
干旱造成大面积草场荒
芜，给牧民们的生产和生
活带来极大的困难。面对
困境，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川井苏木白同嘎查的
苏日娜和当地其他牧民一
样，在享受政府和社会各
界带来的温暖同时，积极
组织生产自救……

草场几乎没有返青

6月3日6时30分，记者
从临河出发前往乌拉特中
旗，沿途发现河套乡村到
处被绿色掩映，绿意盎然。
穿越阴山，绿意渐行渐少，
在川井苏木以北，就很难
看到绿色了。

中午时分，在川井苏木
白同嘎查，牧民苏日娜早已
等候在212省道边上迎接我
们一行。她驾驶着皮卡车，
在前面为我们带路。

20多分钟后，车子在
一户牧民家停了下来。热
情的苏日娜招呼记者进
家：“这是我妈家，跟前的
草场也是我妈家的，我是
前段时间连家带羊搬到这
儿‘避难’来了。”

苏日娜所说的“避
难”，就是因为她家的草场
没草，养活不了那300多只

羊。为了让这些羊活命，她
不得不连家带羊搬迁到了
母亲额尔登琪琪格家。

其实，额尔登琪琪格家
的草场状况，比女儿家的也
好不了多少。女儿家的羊群
一来，她就让儿子赶着马群
离开自家的草场到它处放
养，好让女儿来这儿待几天
解一下燃眉之急。

额尔登琪琪格心里清
楚，如果近期再不下雨，她
家的草场也和女儿家的一
样了。

记者跟随苏日娜来到
她家的牧场。放眼望去，牧
场上到处都是砂砾，连枯
草也不多见，更别说新鲜
的绿草了。苏日娜家大门
锁着，羊圈里空空如也，饮
水槽闲置着，里面堆积一
层厚厚的沙土。

“已经有两个多月一滴
雨也没下了，旱得寸草不
生，成天刮大风，羊在这里
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我才
想到把羊倒到我妈那儿对
付一阵子。”苏日娜说，她家
已连续死了十几只大羊，生
下的羊羔只能靠喂奶粉维
持生命。即使活着的母羊，
也由于营养不良缺乏奶水，
无法满足羊羔的哺乳。

不断有牲畜死亡

相对于苏日娜而言，
牧民鲍树雄家的境况则更
显得。

鲍树雄对记者说，附
近没有亲戚，300多只羊只

能在家喂养，一天就得吃
掉饲草180多斤，还得搭配
210斤饲料。眼看去年冬天
储存下的饲草料快吃光
了，他马上通过网络从阴
山前的农区以每吨1670元
的高价买了部分饲草。

鲍树雄说：“我有时把
羊群赶到草场，等我回来，
羊也跟着回来了，没什么
吃的，只能是让它们散散
心而已。羊膘情差，再加之
天冷，到现在还不敢剪毛
去绒，不然把羊冻坏了连
本儿也没了。我每天最关
心的就是看天气预报，看
下不下雨，有时睡到半夜
出去看看天上有没有云
彩，我们太盼望下雨了。”

据了解，牧民每年卖
羊绒的钱差不多和购饲草
料的钱持平，存活的羊羔
就是他们的纯收入了。

在鲍树雄家，正来买羊
的张师傅向记者介绍，以往
每只成年去绒山羊近千元
收购，今年带绒羊只能卖到
六七百元，因为卖的人多，
买的人少。买回去的羊太
瘦，有的连命也难保，即使
能活下来等养起膘，还得
贴上很大成本，不划算。

6月3日下午，记者在
川井苏木一处仓库见到了
给牧民发放饲草料的白同
嘎查嘎查长乌日图，他正
帮着一位牧民将饲草料装
上车。乌日图嘎查长说，通
过两天的工作，给困难牧
户分别发放玉米800斤、饲
草1000斤，镇政府将对困

难牧户跟踪走访，及时帮
助牧户解决问题。

6月4日，记者来到了
甘其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
查。巴音高勒是副嘎查长，
也是养马户。他对记者说：

“从今年开春到现在草场
几乎没有返青，没有草，像
骆驼、马一样的大牲畜无
法喂养，到现在一匹马已
贴进去2000多元，好多牧
户已把几年的积蓄都搭进
去了。6月1号，我家一匹4
岁母马在草场上突然倒下
死了，就是因为旱灾严重，
吃不上青草，导致缺乏营
养，体质越来越差。这匹马
已怀驹子八个多月了。”

据巴音高勒介绍，5月
底6月初，巴彦淖尔市有关
部门工作人员来到嘎查察
看了旱情，并为牧户带来
了饲草料和其他慰问品。

在呼格吉勒图嘎查一
片光秃秃的草场上，一辆
流动饮水车停放在那里，
车上装着大型水箱，车旁
边是牲畜饮水槽。据巴音
高勒介绍说，这是从川井
苏木白同嘎查过来一个牧
马人，在偷着放牧，当地牧
民体谅，也就没有多管。

6月5日，记者沿川奥公
路进入乌拉特后旗境内。前
达门苏木巴音高勒嘎查牧民
其其格对记者说，这里的牧
民不时从前山农区买饲草料
来应付越来越严重的旱情。
她家的几头牛刚产下牛犊，
由于缺乏奶水，小牛的生命
也难以保障。其其格的丈夫

那日苏是名村医，他对记者
介绍说，巴音满图嘎查等沿
边境嘎查的旱情更为严重，
已出现大牲畜死亡现象。

帮助牧民应对灾情

记者从乌拉特中旗相
关部门了解到,截至6月2日，
该旗甘其毛都、川井、呼勒斯
太等8个苏木镇不同程度遭
受旱灾。据统计，受灾面积
2536.42万亩，受灾农牧民
6469户，受灾人口17468人，
饮水困难人口5159人，饮水
困难牲畜49.58万头（只），
死亡牲畜0.5669万头（只），
干涸水井859眼，经济损失
5981.6万元。目前，苏木镇投
入资金225万元，牧民自筹资
金2107.7万元，需要解决资
金3209.7万元，需调饲草
23135吨、饲料5176吨。

针对出现的严重旱
情，乌拉特中旗积极动员
全旗各方面力量，最大限
度的减轻旱灾带来的影响
和损失，全力做好抗旱救
灾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按照先生活后生产、保
重点的原则，把人畜饮水
放在首位。二是组织广大
农牧民进行生产自救，引
导牧民提高牲畜出栏率，
确保应出尽出。三是多方
面协调组织资金，保障饲
草料供应。开通饲草料调
运全程“绿灯”，在最短的
时间内保障调运到位，扩
大饲草料供给范围，在本
旗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旗

政府拨救灾资金1000万
元，在外旗县调运饲草料
400吨，其中青贮玉米300
吨，草100吨。目前饲草料
缺口情况按需求一个月的
用量统计，共缺饲草料
7565万斤，其中饲料890万
斤，需资金1068万元，饲草
6675万斤，需资金3337万
元；共需救灾资金4405万
元，按照牧户自筹资金50%
计算，需政府救助资金
2202万元。

同乌拉特中旗一样，
乌拉特后旗凝聚全旗抗旱
减灾力量，帮助牧民共度
难关。6月4日，该旗举办抗
旱减灾爱心募捐活动。捐
款仪式上，旗委、政府向全
旗发出倡议：希望全旗干
部职工、驻旗企业、热心公
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扬中
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传统美德，向受灾群
众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
囊，爱心捐赠，与受灾群众
共渡难关。当日下午，全旗
各单位自发在呼格吉乐广
场组织开展了“抗旱救灾、
情暖乌拉特”爱心募捐活
动，以实际行动向灾区农
牧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面对牧区旱情，乌拉特
后旗不断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先后给各嘎查村购买了
饲草料缓解牧民生产压力，
帮助牧民积极应对旱灾。目
前，已有多家企业和爱心人
士为乌拉特草原旱情严重
的牧区捐款捐物，部分款物
已送达受灾牧户家中。

算好账，绝不做亏本买卖！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