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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宝力格：游牧生活的“试验田”

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内蒙古福彩APP

“11+1”复式投注勇夺大奖767万元！继6
月26日，赤峰市彩民喜获我区双色球2018
年NO 1大奖1447万元后，7月8日，福彩双
色球游戏第2018078期开奖，我区彩民再度
迎来双色球大奖！

大奖出自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七道街林海日报社门市15210473号福
彩销售站，一位彩民凭借复式“11+1”的
投注方式，中得1注一等奖及461注各级
固定奖，奖金767万元！

至此，进入2018年后，我区彩民已
中得13注双色球一等奖。计奖后，双色
球奖池金额为7.21亿元，下期开奖，彩
民朋友仍将有机会以2元钱的爱心投
入收获1000万元大奖！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
力而行，理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
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
期游戏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复式投注峥嵘尽显
呼伦贝尔彩民迎双色球767万元大奖

火热盛夏，内蒙古福彩接连送出重磅好礼，继“冠军荣耀好礼送不停，轿车大奖等你
赢”以及“快3”游戏5000万元派奖之后，又一重磅活动即将登陆我区———买刮刮乐“冰雪良
缘”、“怀袖清风”就有百万豪礼倾情相送———“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
好看！

7月10日至7月24日，凡购买刮刮乐“冰雪良缘”、“怀袖清风”即可参加此活动，除依照规
则中得票面奖金外，彩民通过“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或“内蒙古福彩”APP，点击“刮刮乐
不停，奥迪Q3等你赢”专栏，用手机扫描保安区内的条形码，票面金额≥20元即可获得一次
抽奖机会，就有机会中得总价值百万元的双重大礼！

日奖：中奖结果即时显示，每天送出多达820个日奖！其中价值10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100
个，价值50元京东电子购物卡720个。期奖：采取摇奖方式进行，参与每日

“日奖”的用户均可获得一次“期奖”中奖机会，每人每日上限1次，按日累
计，送出价值25万元的奥迪Q3轿车一辆，价值5000元的京东购物卡5张，
价值1000元的京东购物卡20张。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引爆夏日激情，一次
购彩，多次中奖机会，亲爱的彩民朋友，请走进身边的
福彩销售站，迎来属于您的那份盛夏好礼吧！

刮刮乐又要搞事了？真相在这里！
———“刮刮乐不停，奥迪Q3等你赢”百万豪礼给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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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7
201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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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
2018044
201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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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月5日
2月8日
3月13日
3月20日
4月17日
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中奖总金额
（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的
脑干宝力格嘎查，是2015
年度CCTV十大最美乡村
和2017年度的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因为绝美的
草原风景，近年来这里成
为了旅游热门之地，当地
的牧民在七八月份的旅游
旺季开起了牧民之家，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随着游
客诉求的多样化，民俗体
验附加到旅游之中。被城
镇化进程吞噬的游牧生
活，意外地因为旅游热而
被唤醒。最美丽的草原脑
干宝力格，逐渐成为保存
游牧生活的“试验田”。

美景成为旅游目的地

脑干宝力格的美是敏
感的。时节、天气、角度、光
线甚至风的方向，都能让
它呈现别样的身姿，7月份
的盛夏，是它最温柔娇媚
的时候。踏入脑干宝力格，
就像迈进了一幅画。起笔
是连绵平坦的绿，一路延

伸。正要抱怨单调时，开始
出现缓缓的山坡，爬到山
坡顶部，眼前是一个惊
喜———九曲蜿蜒的小河，嵌
在草原内，奔腾欢快地流
淌。继续向前，是一片恣意
生长的白桦林，里面隐藏着
野猪、野兔、小鹿和狐狸。白
桦林之后，铺开的是一片金
莲花盛开的橙黄，远远地蒙
古包和羊群开始入画。

内蒙古的嘎查相当于
内地的村，而草原上的嘎
查，你可不能用村寨的模
样去想象。在草原上，一个
嘎查可能是一片辽阔的区
域，居民却很稀少。在脑干
宝力格嘎查，118户牧户，
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撒在
288500亩草场上，畜牧为
生。近几年来，因为有二十
多户牧民开起了牧民之
家，越来越多的游客，有机
会欣赏它的美。

文艺范儿的毕力格

7月18日下午，毕力格

正在家里准备第二天的表
演仪式。勒勒车已装好了
车，按着顺序排列，停靠在
离家不远的地方。明天凌
晨四点半，有70多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要
来，他们老早就提出，让毕
力格安排乌珠穆沁特色的
生产生活活动，以便深入了
解蒙古族的游牧文化。

毕力格为第二天的体
验活动安排了勒勒车搬家、
挤牛奶、制作奶食品、射箭
等内容。这是他今年在自己
的牧人之家增加的旅游项
目。他觉得光是让游客来家
里吃一顿手把肉，住一晚蒙
古包对游客的吸引力越来
越小，游客们更想了解蒙古
族的游牧文化。

毕力格是脑干宝力格
嘎查最早开上牧民之家的
牧户。凭着头脑灵活、汉语
也说得不错，毕力格的牧民
之家办得越来越火。毕力格
是个文艺范十足的牧民，从
八年前开始玩摄影，拍出了
不少漂亮的草原风景图。

他还自费游览了国内
及蒙古国等地的旅游热门
景点，考察当地的家庭旅
游业发展情况，为自己寻
找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经营
方式。去年，就有上千名全
国各地的游客到他家来，
广州一所高校还跟他签了
合同，分9批安排学生来此
体验蒙古族文化。搞旅游
能给毕力格带来了每年十
几万元的收入。

开牧民之家伊始，毕
力格准备了一本意见簿，
让每位客人都写下自己的
感受，很多游客表示，如果
能参与到牧民们的日常生
产生活中，那就更好了。毕
力格也想把蒙古族的文化
和传统介绍给远道而来的
朋友们。因此，积极推进和
挖掘更多的体验内容。

保护游牧传统的尝试

当天，嘎查长巴图来
到毕力格家，商量嘎查修
路和向推广游牧文化体验
项目的事情。巴图是个90
后，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
业后，回到嘎查里当上了
牧民之家的老板，因为想
法多、责任心强，回来不久
后巴图就当选了嘎查长。
他带着牧民们修路、提升
服务标准，受到了乡亲们
的交口称赞。

今年，巴图也尝试在
自己的牧民之家增添蒙古
族生活习俗体验项目。作
为一个大学生，他更多地
思考着文化传承这样的使
命。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多
数会选择留在市里或者旗
里工作，牧区闭塞单调的
生活，不再吸引年轻人。但
巴图就是要回来因为他热
爱着自己出生长大的这片
土地，更眷恋着熟悉的生
活方式。在他看来，搞旅游
开启了一扇窗，让他目睹
了外面精彩的世界。

蒙古族是个有仪式感
的民族，衣食住行、婚丧嫁
娶、起居生活都有自己的传
统和仪轨。随着游牧生活的
消失，传统和旧有的生活方
式，随之淡出历史。而旅游
业的发展，意外地让旧有的
生活重新回归。越来越多的
打工牧民回到家乡，回归传
统的游牧生活。脑干宝力格
嘎查因此成了保存游牧生
活的“试验田”。

最美乡村的“乡愁”

脑干宝力格嘎查位于
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东南
部，距镇所在地60公里。是
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
原，地势起伏和缓，视野开
阔。脑干宝力格嘎查不仅
草场辽阔、花草茂盛，还有
着丰富的水资源。河流、泉
水遍布境内。这里流淌着
巴拉嘎尔河，明显的泉眼
就有13处之多。

脑干宝力格嘎查的土
壤十分肥沃，可利用的天然
草场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
为良质种产型，盛产蘑菇、
蕨菜、黄花等特产，植物种
类繁多，其中可用于药类的
植物有200多种，树木种类
有30多种。除此之外，这里
还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园。目
前，野生动物有野猪、野兔、
鹿群、狐狸等200多种。

脑干宝力格嘎查的美

景闻名遐迩，曾先后荣获
2014年度CCTV十大最美
乡村提名奖及2015年度
CCTV十大最美乡村奖。
2017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称号。

富饶的自然资源孕育
独特的人文文化。脑干宝力
格嘎查是迄今为止草原文
化保存较完整、纯正的地区
之一。这里的牧民仍保持着
传统的游牧生活，以畜牧业
为主。近年来，西乌旗紧紧
围绕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以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多彩
的民族文化为抓手，多渠
道、多方式、多层面开展保
护开发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成效。当地迷人的风光和绚
烂的蒙古民族文化，吸引着
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游
客去探访。

毕力格有个经营牧家
乐的“黄金45天”，这段时
间也是草原上景色最美、生
产活动最多的时节，更是游
客最集中的一段时间。游客
通常会在毕力格家待上一
整天———看日出、晚霞和静
谧的星空。惊呼和拍摄草原
美景及牧区生活。品尝特色
餐饮。这些之后，他们匆匆
离去。毕竟，置身这绝美的
风景，是要暂别WIFI的。而
对于牧民和当地政府来
说，如何保存那些不便于
用表演和展示的习俗与传
统，才是个难题。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90后巴图当上了嘎查长

游牧传统在草原上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