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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5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8 月 4 日至 5 日，受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委托，自治
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一春到兴
安盟阿尔山市，看望慰问正在休假的
30 位“草原英才”专家学者，并召开座
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在新时代
自觉弘扬践行爱国奋斗精神，把智慧
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曾一春指出，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把

人才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来实施，礼
敬人才、厚待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人才，
高度重视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积极支持
和帮助各领域专家干事创业。

在调研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
村振兴时，曾一春强调，要针对不同层
次、不同行业、不同战线的人才特点，组
织开展好京蒙扶贫协作人才培训工作，
以精准培训助力精准脱贫。要进一步完
善人才培养等政策体系，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曾一春在看望“草原英才”
专家学者时强调

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优势和作用
把智慧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现实生产力

本报 8 月 5 日讯 （记者 赵媛
见习记者 杨婷）8月5日，作为第十五
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重要内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区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新馆开幕。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
玉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
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分为“溢彩草原”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
品展、“草原赞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内蒙古自治区书法篆刻作品展、“时
代光影”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内蒙古

自治区摄影作品展 3 个部分，共展出美
术、书法、摄影等作品 514 件，全方位、
多角度、形象化地展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
族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

美术作品展包括国画、油画、雕
塑 等 作 品 ，书 法 篆 刻 作 品 展 与 摄 影
作 品 展展出了面向全区征集到的优秀
作品。展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气
息，集中反映了自治区广大美术家和艺
术工作者们长期以来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艺术实践创作成果。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全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开幕

白玉刚廉素出席开幕式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在第六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
览会期间，一个伫立在内蒙古国际会展
中心广场上面积约 1000 多平方米的棚
子人气很旺。虽然普通市民参观得少，
却吸引了从自治区领导到相关厅局、各
盟市旗县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甚至
一些来自乡镇的干部和从事相关产业
的企业代表。这里展出的是来自区内
外 24 个厂家的农村牧区卫生厕所与污
水无害化处理设备。

自治区住建厅建设科技开发推广
中心主任陈久旺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厕所革命”工作，指出要把这项工
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
来推进。这次展览就是我区为了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厕所
革命”和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举
办的一次有针对性的活动。

这几天，陈久旺和技术科科长郭智
简直像热门景区的导游一般忙个不停，
维护展区秩序、服务厂商、引导陪同参观
者、指导厂商如实介绍情况⋯⋯陈久旺介
绍，此次展览邀请的都是国内技术比较先
进、实用性强、建造成本合理、具有比较成
功的北方严寒地区实际应用案例的设备
厂家，展示的技术类型充分考虑了我区的
地域特点、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一家环保企业带来了两款产品，一
种完全不用水而是通过生物菌把粪便
和尿液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进行
无害排放，另一种超级节水，仅用 500
毫升水便能冲洗一次，而且两种产品都
带有智能温控装置，不怕严寒；有的通
过特殊处理，液体可以无害排放甚至可
以二次利用进行绿化、灌溉等，废渣 5、6

年清理一遍即可；有的在蹲便器上下功
夫，发明塑料蹲便器，解决过去陶瓷制
品受冷容易冻结的缺陷⋯⋯

呼和浩特市农牧业局局长刘月平
说，自治区提出把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和“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的第一场硬仗。原来市里准备组织
相关部门和旗县区负责同志出区外考
察，这次在家门口就看到了这么多先进
的技术、设备，真是大开眼界，很解渴。
现在首府各旗县区已经开始根据各自
实际订购一批产品进行试点。

陈久旺告诉记者，这次展览最大的
目的就是搭建平台，让全区各地的同志
与厂家面对面交流沟通，洽谈合作。“如果
他们自己出去考察，至少得一两个月。对
这些厂商我们都经过了比较严格的筛选，

而且参考了一些地区失败的经验，可以避
免重走弯路和浪费。把这些技术设备都
了解完了，普通人几乎都可以成为半个
污水处理专家。”陈久旺笑着说。

展览现场，一个特殊的访客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小陈是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的一名特警，他利用执勤间隙特意到
展区了解这些设备。原来他的一个同
学现在是商都县的驻村第一书记。听
说有这个展览，他就托小陈到展会，通
过现场咨询、要资料、微信发照片等方
式让远在商都的他可以了解这些先进
的技术设备，以后也许可以在当地的

“厕所革命”中让老百姓使用上，改变村
庄的面貌。

郭智告诉记者，通过展览目前大家
普遍得到的共识是要选择可靠的技术
设备类型，还要选择政府可承担、老百
姓可接受的价格水平。相信通过政府、
企业和群众一起努力，一定能把“厕所
革命”这个事做好。

把“厕所革命”这个事儿做好！

高质量·绿博会

本报 8 月 5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8 月 2 日 至 3 日 ，全 区“ 四 好 农 村
路”东部片区建设现场会在通辽市召
开。

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艾丽华充分肯定我区“四好农村
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并对下一步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艾丽华指出，
各部门要坚持质量为本，建好农村牧
区公路；要坚持养护优先，护好农村牧
区公路；要坚持依法治路，管好农村牧

区公路；要坚持改革创新，运营好农村
牧区公路；要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
的组织保障。艾丽华强调，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出发，全面排查制约公路项
目 建 设 推 进 过 程 中 的“ 梗 阻 ”和“ 堵
点”，落实好公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
土地手续报批的主体责任，加快项目
组件和报批工作，为项目建设创造条
件，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要发扬
蒙古马精神，克难攻坚，努力开创农村
牧区公路建设新局面。

“四好农村路”东部片区建设现场会召开
艾丽华讲话

■上接第 1 版 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际社会治理生态
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布其治沙就
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世界瞩目的这个绿色奇迹，究竟是
怎样发生的？

从“一苗树”到 19 万亩林
久久为功，曾经令人望而生畏

的沙海充满生机活力

库布其沙漠，地跨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三
地。近千余年间，由于无节制的放垦开
荒，加之干冷多风的气候，库布其变成不
毛之地，荒无人烟。

新中国成立之时，库布其沙漠生存
条件极其恶劣。“沙里人苦、沙里人累，满
天风沙无植被；库布其穷、库布其苦，库
布其孩子无书读；沙漠里进、沙漠里出，
没水没电没出路”，这是当地流传的民
谣。那时，沙漠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
十米，流入泥沙 1.6亿吨，直接威胁“塞外
粮仓”河套平原和黄河安澜。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就在库布
其沙漠南缘。提起幼时的风沙天气，54岁
的高二云至今心有余悸：“记忆里小时候到
处都是沙子。大风刮一晚上，沙子就把房
门堵住了，得跳窗出去。沙子有时甚至把
房子埋了，顺着沙丘一路走，能走上房顶。”

官井村曾经有另一个名字——“一
苗树壕”，因为以前偌大的村子，只有一
棵柳树成活。

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一苗树
壕”，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库布其沙漠。鄂
尔多斯市大胆改革，先行先试，上世纪80
年代初实行“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
不变、允许继承”政策，激发了社会各界
巨大的治沙动力。

1986 年，高二云的父亲高林树带着
妻儿老小，赶着二饼饼牛车，一头扎进库
布其沙漠，开始治沙造林。遭遇无数挫
折失败和冷嘲热讽，高林树没有低头，默
默耕耘，一次栽不活，下次接着栽。一
棵，两棵，三棵⋯⋯树终于成了林，一家
人种活了近千亩树苗。林下套种草料，
放羊，高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村民们纷纷包地治沙。如今，官井村
全村 33万亩土地，种树 19.2万亩，“一苗
树”发展到一大片林。一丛丛的沙柳、柠
条，牢牢锁住了沙丘。“我们这儿低的地方
叫壕，高的地方叫梁。以前的裤衩壕、一
苗树壕，现在都有了更‘绿’的新名字：沙柳
壕、柠条梁、公益林基地等。”曾任官井村村
支书的周玉小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顶着风沙不回头，盯着绿色加油干，库
布其人就像大漠中的骆驼一样坚韧皮实。

登上杭锦旗第一条穿沙公路旁的防
火瞭望塔，四下远望，只见公路两侧的沙
地，被沙生植物覆盖起来。这条全长115
公里的黑色柏油路，从杭锦旗锡尼镇出
发，犹如一把利剑，直插库布其沙漠腹
地，硬生生将沙漠拦腰劈断。

沙海筑路，谈何容易！现已退休的
原杭锦旗交通局局长白富华，是当年的
筑路人。修路前，他曾带领技术人员进
入沙漠勘测设计。“一个月的测绘，足足
丢了几十个水壶。为啥？水壶放在测绘
过的路线，刚走 100 多米，就被沙子埋
了。”白富华说。

“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
牙，帐篷睡听大风吼，早晨起来脸盖沙。”
这就是当时的工地生活。施工人员用推
土机在沙窝里推一个1米多深的沟，搭上
防雨布，就是住的地方了。工地上的水
桶和锅盖，晚上经常被大风吹得哐哐当
当，第二天得跑老远才能找回。

从 1997年到 1999年，三度寒暑，七
次会战，13万杭锦旗人的汗水，凝结成了
一条纵贯沙漠南北的柏油路。

如果没有植被压沙护路，一场风就

能把路面埋得踪迹全无。必须种树固
沙！杭锦旗人在公路两侧扎出 2000 多
万公顷沙障，栽下几百万株树。

如今，驾车行驶在这条穿沙公路，昔
日的沙障网格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几公里宽的绿色植被。老百姓通过修
路学会了治沙，一片片绿色沿着公路两
侧向沙漠深处铺展。

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锁边切割，分
区治理，整体推进⋯⋯库布其沙漠治理
有序开展。

鄂尔多斯人在库布其沙漠南北缘栽
下锁边林带，建起了东西长 200多公里、
南北宽 3—5 公里的绿色防风固沙体系，
乔、灌、草结合，带、网、片相连。同时，依
托十大季节性河流，修建多条穿沙公路，
将沙漠切割成块状，分区治理，建成一道
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止沙漠扩张蔓延。

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来，库布其治沙明显
提速。党委政府主导、政策引导，治沙龙
头企业亿利集团发挥突出的示范、带动
作用，伊泰、东达等企业、社会组织、农牧
民等各方力量踊跃参与，涌现出“治沙愚
公”乌冬巴图、国有林场治沙标兵王双
喜、全国劳模乌日更达赖、沙漠造林人张
喜旺、林业生态建设标兵莫日根道尔计
等先进个人。曾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海，
充满生机和活力。

从吃不饱饭到“百万元户”
绿富同兴，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同步增加

达拉特旗银肯敖包，库布其沙漠最
高点。站在上面，举目四顾，人们真切地
看到沙漠黄龙已被降服，安然卧于大地
之上。

库布其的植被在增加。经过几十年
不懈努力，库布其沙漠治理面积达 6000
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 3200多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分别由2002
年 的 0.8%、16.2% ，增 加 到 2016 年 的
15.7%、53%，生物种类大幅增加。以往
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实现“整体遏制、
局部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库布其的流沙在减少。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监测结果表
明，库布其区域流动沙地面积从 1986年
的 9207 平 方 公 里（占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49%），减少到 2015年的 4620平方公里

（占区域总面积的 25%）。半固定、固定
沙地面积明显增加。

库布其的风沙在变弱。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对典型沙尘过程进行模
拟分析，得出结论：库布其沙漠植被恢复，
对降低京津地区风沙灾害产生积极影响。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随着沙漠生态的修复，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勃勃生机。

参与库布其治沙造林及相关产业开
发的企业达到 80多家，逐步打造了生态
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
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的产业
体系，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良性循
环，带动沙漠治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说：“多年
来，亿利、伊泰、东达等一批企业在党委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下，积极开展库
布其沙漠治理，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牵
头，产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的道
路，这是库布其治沙闪耀世界的秘诀。”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亿利生态光伏
发电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区。深蓝色的光
伏板连绵不断，如同一片蓝色的海洋，蔚
为壮观。“嘎嘎、嘎嘎⋯⋯”数千只鹅在光
伏板下觅食，很是热闹。

亿利治沙光伏电站站长田俊廷告诉
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充分利用沙漠丰
富的日照资源发电，而且遮光挡风，减少
沙区水分蒸发。地下种植了生物固氮先

锋——甘草，不断增加沙地肥力。光伏
板间，养殖牛、羊、鹅等。这一项目规划
实施 1GW（吉瓦），目前已建成并网发电
310MW（兆瓦），治沙面积 2 万亩，每年
发电5亿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

周边贫困户转租沙地或以沙地入
股，通过养殖、清洗光伏电板等，有了稳
定、可观的收入。独贵塔拉镇隆茂营村
贫困户杨志强在光伏电站养了不少鹅，
加上种玉米的收入，生活逐渐滋润起来，
他估计今年家里年收入能达到 10 万
元。“沙漠变绿了，日子变美了，人的精气
神也变好了！”杨志强说。

农牧民是“沙魔”的受害者，也是治
沙的参与者、受益者。

59岁的高毛虎是独贵塔拉镇杭锦淖
尔扶贫新村村民，以前因为穷，他得了个
外号“高要饭”。2004年，亿利集团鼓励
有能力的农民工牵头组建治沙民工联
队，承包生态种植工程，高毛虎积极响
应。依托亿利集团微创气流植树法等先
进技术和模式，他承包的生态工程从几
十亩、几百亩，逐步发展到上千亩。到今
年，高毛虎和他的民工联队在库布其沙
漠累计承包种植工程 10万亩，他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百万元户”。高毛虎说：“这
几年，树多了，沙尘暴少了。没有治沙，
就没有现在的好光景。”

在库布其沙漠，活跃着 232 支这样
的亿利民工联队，5820 人成为生态建设
工人，人均年收入达到3.6万元。

杭锦淖尔扶贫新村是杭锦旗政府和
亿利集团共同出资建设的扶贫项目。政
府和企业分别给每户补贴5万元，修建了
标准为40平方米的安置新居，超过40平
方米的部分由牧民自己承担。以往散居
在沙漠里的牧民过上了安稳的定居生
活，投身种植、养殖、旅游等产业。

在村里采访时，记者遇上瓢泼大
雨。村民闫河宽邀请我们去家里避雨。
新家窗明几净，室内空间不大，电视、沙
发、茶几等居家必备的电器和家具应有
尽有。“交上 2 万多元钱，就能住进这样
60平方米的新家。以前哪能想到会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闫河宽兴奋地说。

闫河宽曾经为生计发愁，这几年他家
里种了70亩玉米，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
时就跟着亿利治沙民工联队外出打工。“种
树、种草、种药材，一天将近200块钱，可不
少呢。”他算了算，自己去年打工挣了三四
万元，总收入七八万元，今年也不会差。

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
召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会上发布了

《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报告
指出，库布其沙漠治理过程中，政府和治
沙企业累计为群众提供就业机会 100多
万人（次），带动10万多人脱贫致富。

“‘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
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
创新’，这四轮驱动模式，是库布其沙漠
治理成功的关键。”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
俊雁表示，“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把治沙孕育出来的‘守望相
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富同兴’的库
布其精神发扬光大，为筑牢祖国北疆万
里绿色长城作出新贡献。”

从不毛之地到“绿色名片”
走向世界，治理模式为全球防治

荒漠化提供了一个样本

西藏那曲，跟库布其相距遥远，但有
一个共同点：绿树稀缺。

平均海拔 4500 米，高寒缺氧、冻土
层厚、氧气稀薄，那曲以前一直没有种活
过一棵树。春天种下，冬天就会冻死。
2016年11月，亿利集团承担了那曲高寒
区植树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目前，500 亩实验林越冬情况比较
乐观，去年种植的 7 万多棵树，成活了 5

万多棵，那曲高原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林。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为许多备受

荒漠化困扰的土地带来绿色希望。
库布其防沙治沙技术和经验已被引

入我国20多个省份、200多个县市，累计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
和沙漠、科尔沁沙地、张北坝上地区治沙
100多万亩。

杭锦旗吉日嘎郎图镇永胜村农民张
见林，是一支亿利治沙民工联队的队
长。他带着民工联队，不仅在库布其沙
漠东奔西跑，而且远赴塔克拉玛干沙漠，
参加亿利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
拉尔市合作的治沙、治盐碱科研攻关示
范项目。“那里沙地盐碱成分高，水质差，
种树难活，让人揪心。”张见林说。

第一年种下的树，只活了一半，大半
年的心血和汗水，有一半白扔到沙子
里。张见林和队员们不服输，他们仔细
观察，渐渐发现把带根的苗子在水里泡
过，再种到沙里，成活率能提高到 80%。
苦心人，天不负。如今，民工联队种下的
树，成活率越来越高。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
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调研预
测，到 2020年，全球将有超过 5000万人
因居住地荒漠化而被迫迁徙。卓有成效
的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成为中国拿出
的一个神奇“药方”。

201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成为第四届库
布其世界沙漠论坛主办方，联合国授予
库布其治沙带头人、亿利集团董事长王
文彪“全球治沙领导者奖”；2014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将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
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2015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巴黎气候
大会上认定，“库布其沙漠生态财富创造
模式”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造福世界的
沙漠综合治理道路；2017年，第三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授予王文彪“地球卫士终身
成就奖”；2018 年 4 月，中国首次担任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主席国。

“库布其沙漠 30年的治理是一个奇
迹。”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创
造共同发展的新机遇，如何沿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步伐，帮助更多国家防治荒漠
化、以治沙带动致富，世界期待着库布其
模式做出更大贡献。

“库布其治沙的成功在于，不仅让沙
漠绿起来，还让当地居民富起来。”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莫妮卡·巴
布说，“库布其沙漠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
生态商业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运
用市场化机制，实现土地退化修复的可
持续发展。这可供非洲、中东、拉美等饱
受沙尘肆虐的国家和地区借鉴，我们已
经组织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去中国学习。”

库布其治沙，成为中国一张亮眼的
“绿色名片”。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和模
式正在中东、中亚一些荒漠化严重的国
家落地生根，为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
献中国力量和中国经验。

“30 年不改初心、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库布其治沙成果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好例
证。记得2010年左右，随着亿利治沙规模
扩大，经济账和生态账的平衡与取舍成了
难题。正在亿利爬大坡、过大坎的时候，党
的十八大召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给我们治沙吃了定心丸，我们觉得
更有底气了。”王文彪说，“库布其经验和精
神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
扎实推动治沙和脱贫事业的发展。”

黄河奔涌，黄沙安卧。以往，从库布
其这个“弓上的弦”射出去的，是肆虐多
地的风沙之箭。今天，风沙之箭变成绿
色之箭，逼退“沙魔”，造福四方。

百折不挠，创造绿色奇迹

■上接第 1 版 “治理效果经得起看，经
济账经得起算”。市场化治沙，是库布其
治沙成功的关键。没有市场化，企业的积
极性就难以得到发挥；没有产业化，也不
可能把沙漠治理持续下去。正是市场化，

解决了“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得”“如何
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让“沙患变成沙利，
风沙变成风景，黄沙变成黄金”。如今，在
亿利集团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已有80多家
企业投身于治沙和沙产业开发之中，推动

沙漠产业蓬勃发展，促进治沙技术推陈出
新，迎来防沙治沙动力澎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一棒
接着一棒传，一代接着一代干，奋力开
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局面，我们就一
定能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
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书写防沙治沙的绿色传奇

婚礼服

时尚装

晚礼服

运动休闲

装

职业装

帽饰

成人组获奖名单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姓名

郝媛媛

金玉凤

张校颖

孟根花

李佳芩

李雅新

钢德尔

那仁满都拉

南丁

特日格勒、项瑾

斯琴格日勒

莎秋拉

永胜

布音扎雅

阿拉坦图雅

玛日高娃、孟克吉日嘎拉

赵璇

其其格

呼斯楞

李岩

赵乐

乌日嘎

李巨青

钢德尔

特日格乐

赵乐

华秀琴

张雪冰

玛日高娃、孟克吉日嘎拉

扎丽玛

宋晓琳

任绍霞

乌日罕

斯日格玛

特木尔巴特尔

戈壁

乌妮尔

郝水菊

斯日古楞

乌日汗

婚礼服

时尚装

晚礼服

运动休闲

装

职业装

—
—

学生组获奖名单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

——

三等奖

——

姓名

布仁其其格

纪亚红

王月温、敖格

额尔敦

杜京芳、林丹

梁晓鹏

索剑婷、李思琦

忠谆

顾十三丫

云图亚

白噶丽

朱焱晨、李瑞瑞

乌日力嘎

意茹

宝乐布森

淡晓娟

白嘎利

杨海楠、佟骥超

白雪

杨水林

——

——

任慧敏

——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