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5月，包头市土右旗春耕生产进入
高潮。双龙镇召牛营村贫困户李云厚的
农家小院里，男主人正忙着栽种果树，妻
子朱玲辉在一旁给20只土鸡拌饲料。

2013年，53岁的李云厚因患恶性肿
瘤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活
陷入困境。“负责包联我家的扶贫干部孟
瑞强来询问脱贫需求，我说想养鸡、种
树，镇里便统一协调调度，扶贫干部随后
就上门服务。感觉就像我下饭馆点菜、
镇政府配菜、扶贫干部上菜，这样的服务

真贴心！”李云厚说。
朱玲辉放下手中的活计比划道：“去

年，镇里还发给我们20只土鸡，年底一
只鸡卖到150元，一颗土鸡蛋1.5元。我
还养了两头猪，在城里不到两小时就被
一抢而光。今年，我们先种十几棵果树，
要是长得好，明年再申请种20棵。我们
脱贫有望了！”

“有这样精准的‘帮扶餐’，咱不仅要
脱贫，还要致富奔小康！”召牛营村扶贫
干部孟瑞强说。为了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工作，扶贫干部发挥驻村帮扶滴灌作用，
引导和帮助贫困户“看谱选菜”，点对点
制定实施帮扶措施和发展规划，让贫困

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全过程，形成持续稳
定的增收机制。

在双龙镇，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明白
卡上都能找到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一道
制定的“一户一策”精准脱贫方案和精准
脱贫扶持“菜单”。“我们开展拉网式走访
调查，精准对接贫困户需求，为贫困群众
量身定制‘脱贫菜单’。”双龙镇人大主任
周海斌说，镇里结合本地实际和贫困群
众意见建议，积极做好“配菜”工作，为各
村科学编制种植、养殖、就业创业、生态、
电商等扶贫产业“菜单”，供贫困户自主
选择。目前，全镇8个项目村“村村有主
导产业、户户有分红收入”，贫困户自主

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近日，双龙镇按照贫困户养殖需求，

又为每户贫困户免费发放20只小鸡，为
未脱贫户增添1头猪仔，共计发放7300
只鸡仔、12只猪仔，价值近12万元。三
道河村驻村工作队组织旗路政大队帮扶
责任人按照贫困户春耕生产需求，为9
户贫困户发放价值4500元的化肥，为2
户贫困户代缴自来水费440元；包联单
位土右旗林业局还为木头湖、武乡县、召
牛营、小滩、二道河等村的贫困群众发放
价值 5.2 万元的果树苗、经济林树苗
2630株，脱贫摘帽和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不断壮大。

贫困户“点菜” 镇政府“配菜”

这里的“帮扶餐”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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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佳丽

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木瓜沟流域的荒
山上栽树，就像往石头缝里插针，树不容易
活。以前，“年年栽树不见树”并不鲜见。而
今，山还是那样的山，造林成活率却达到90%
以上。

有着30多年造林经历的清水河县城关镇
林工站站长甄红小说：“不下功夫，不想办法，
别说造林了，成活都难呢。现在，我们采用修
鱼鳞坑、回填客土、容器种植等方法，硬是让这

石头山长出了一片林海。”他手指的地方，杨
树、落叶松、樟子松等错落分布，煞是好看。

我区风沙干旱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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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国总量的1.9%，大兴安岭以外地区
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1/12。水资源短缺、水土匹配条件差是
我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主要瓶颈。

跨越生态命门，需要量水而行。近年来，
我区大力推广抗旱造林系列技术。在造林过
程中，大力推广树盘覆膜、大苗全株浸泡和针

叶树容器苗造林，并应用生根粉、保水剂、稀土
抗旱剂、喷洒抑制蒸腾剂等系列抗旱造林技
术；在工程建设上，顺应自然规律，挖大坑、栽
小苗，冬天聚雪、夏天积雨，坚持适地适树原
则，科学调整树种结构，实现了从注重造林面
积向注重造林质量的转变。

在赤峰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区域，
记者发现这里营造的杨树固沙林并不是密集
分布，而是两行杨树并列，株距3米、行距5米，
且每两行杨树之间，是 25 米宽的植被修复
带。较窄的林带与较宽的自然植被、土壤和微
生物修复带相间，这种把人工造林与自然修复

力相结合的复合固沙植被模式，称为“两行一
带”。这种新的造林模式，改变了原来的传统
做法，被称为“低覆盖度治沙”。

“原来大家习惯以大密度造林方式来治
沙，现在是通过低覆盖度治沙技术，以‘两行一
带’的方式恢复植被，充分考虑沙区水资源承
载力，保证治沙成效。”赤峰市翁牛特旗林草局
治沙站站长汪海洋对此深有感触。

过去，有的地方经过多年封山育林，远看
郁郁葱葱，植被茂盛，近看密密麻麻，树木挤在
一起，争空间，争养分，谁也长不大。

“培育森林和培养人才相似，只有精心

养育，方能成栋梁之材。变‘放养’为‘圈
养’，森林才可能健康生长。我们可以通过
透光伐、疏伐、割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有效
提高森林质量，发挥森林的多功能效益。”内
蒙古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治理研究所所长
闫德仁说。

既要提速度、扩总量，又要调结构、增效
益。今年，我区确定营造林任务1290万亩，其
中造林任务890万亩，森林抚育400万亩。这
意味着，从粗放式的大写意到精雕式的工笔
画，我区国土绿化行动开始迈上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

国土绿化：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施佳丽

生态修复最主要的手段是绿化，绿色
植被覆盖面积成为衡量一个地方生态修复
的第一印象。无论是草地林地恢复、矿山
修复、荒漠化防治，还是垃圾场、城建渣土

垃圾堆改造等，植绿都是最常见的办法。
但是，生态修复并不是简单地种草种树，而
是借植绿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不仅要让
恢复的植被自然存活繁衍，还要让植被生
态功能不断延续。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必须要有
先进的生态文明理念。首先要深刻认识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封山、护
水、育林、保田、还湖、种草，无一不是绿化
国土行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应充分
尊重每方水土的自然禀赋——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果则果、宜乔则乔、
宜药则药。

伴随生态修复的进程，也催生出诸多

林产业和沙产业。生态旅游、林下种植养
殖、休闲采摘等早已不稀奇，这样的模式既
修复生态，又改善当地百姓生活。 从追求

“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既全面开花、大
幅增绿，又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我区的国
土绿化行动正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近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临近公路的一
片空地上，一捆捆树苗被从一辆大
货车上抛到农牧民的皮卡或农用三
轮车上。一辆装满开走，另一辆立
马接上，车来车往，非常热闹。

据嘎查党支部书记乌拉介绍，
这次一共从河南运来10万棵红枣
树苗，今年嘎查计划种植17万株。
大家都很踊跃，有人一下子就种了
200亩。说话间，嘎查一家农牧业
企业负责人给乌拉打电话说还要追
加树苗。放下电话，乌拉笑着对记
者说：“这家企业原计划种1000亩
枣树，现在还要追加800亩！今年，
全嘎查枣树种植面积估计要达到
3500亩。”

乌拉算了一笔账：一棵枣树苗
18 元，一亩地种植 60 棵要 1080
元。政府一亩补贴800元，农牧民
只需花280元。这280元农牧民也
不用给现金，等3年后枣树进入盛
果期，公司回收红枣时再从里面扣
除。从收入来说，一棵枣树每年大
约产十二三公斤红枣，每斤价格15
元左右，除去人工等成本，每棵枣树
效益在三四十元，一亩地效益在
2000元左右，比种玉米强得多。而
且，种枣树不像种大田那样年年施
用大量农药、化肥，可以减少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

54岁的农民肖和平把 1万多
棵枣树苗运回了家，他从外地雇了
十几个帮工，过两天就可以种了。

“供苗企业的技术员全程给我们提
供技术支持，政府还有补贴，今年我
要种200亩。我年纪大了，种不动
地了，枣树种上后只要注意管理就
行，这个我能干得了。”肖和平说。

鄂托克前旗林业局副局长张彦
东说，种植枣树是鄂托克前旗产业
转型的一个举措，目的是改变种植
业一粮（玉米）独大的局面。今年，
全旗计划种植2万亩红枣，已经落
实1万多亩。下一步将打造有机枣
品牌，努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促进农
牧民增收，用绿色产业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还要追加800亩！”

既要有
又要好

本 报 5 月 27 日 讯
（记者 张慧玲）为保护水
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
物生态平衡，近日，我区多
地开展了水生生物资源放
流活动。截至目前，巴彦
淖尔市杭锦后旗将 2.65
万公斤鱼苗放流黄河；乌
兰察布市卓资县共向隆盛
水库投放尾重200克鳙鱼
种5000公斤 2.5万尾，是
该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
次。

此次多地开展水生生
物资源放流活动，旨在增
加黄河渔业资源量，保护
黄河渔业资源，维护黄河
水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
衡。同时，充分发挥水生
生物在调控生态系统、利
用低值饵料资源转化水体
营养物等方面的功能，提
升库区水体自净能力，保
护库区水体水质。以此为
契机，增强全社会生态环
保和水污染防控意识，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区多地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
放流活动

本报5月27日讯 （记
者 李文明）记者从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今年一季
度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数据显示，我区农畜产品
总体合格率达98.49%，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今年第一季度，我区
农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全
面展开，共监测了12个盟
市 46个旗县区 168 个生
产经营单位 42 个品种
661批次农畜产品，总体
合格率为 98.49%。按照
全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
理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要
求，我区组成两个调查工
作组，第一时间赴巴彦淖
尔市、通辽市对山寨牛奶
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自治区农牧厅要求各
地农牧部门狠抓规范农
药、兽药及水产品违禁药
物使用工作，加大对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工作力度，
广泛宣传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相关法律法规，扩大检
验检测频次，针对有问题
的种植、养殖基地开展督
导巡查，加强风险防控意
识，消除质量安全隐患，确
保我区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

一季度
我区农畜产品
总体合格率
98.49%

本报 5 月 27 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获悉，近日，赤峰市红山
区供销合作社联合赤峰宏锦公
司，为文钟镇郎美新村300亩
蔬菜冷棚引进订单辣椒项目，
实现产销对接，促进了农民增
收。宏锦公司负责提供种苗，
秋季按照保底价回收。同时，
红山区供销合作社积极为贫困
户争取惠农政策，宏锦公司向
贫困户赊销种苗，红山区供销
合作社为贫困户赊销生产资
料，约定低于市场价格结算，并
派出技术人员进行全程服务。
目前，种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进行，预计每亩收益可达
4000元。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5 月 25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攸攸板镇西乌素图村谷仓艺术空
间，村里几个孩子正在投入地画画
写字，为他们自己的儿童节献礼。

“仓主”高江泽和他大学同学、东乌
素图村小学教师乔志英在旁边用心
指导着。

“谷仓”每周六日开放日时，村
里爱好艺术的孩子们就会聚拢过
来，这是他们梦想的摇篮。“纸墨笔
砚一应俱全，分文不取，孩子们只需
带着他们的梦想来就好。一个村子
有十五六个孩子喜欢画画写字，是
这个村子的文化盛事。”高江泽说。

西乌素图村素着画家村之美
誉。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
艺术家常来采风、写生、创作。乌素
图召、阴山岩画、井儿梁高原牧场、
旧村落、山泉水等众多画点，40多年
来成为艺术家不竭的创作素材。土
生土长的西乌素图人、村委会主任
杨建军介绍说，清朝时，这里的村民
已经大规模种植杏树。如今，村里
上百年的杏树随处可见，最老的一
棵已经有数百年历史。“杏坞番红”

“乌素图大杏”品牌声名远播。
以杏树为媒、历史文化为基，近

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支持和艺术家们的努力下，包括
2015年入驻的内蒙古谷仓艺术空间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在内的近10家文
化艺术机构入驻该村，租住近20处
院落，与该村合力打造的乌素图艺
术街区已初具规模。

“这张产业脸谱，必将成为首府乃
至自治区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杨建
军说，依托召庙文化、画家村文化，加
之得天独厚的杏树产业、特色果蔬产
业，每当杏花盛放、杏果飘香时节，大
批游客纷至沓来，采摘、民宿、手作、文
化体验、农家餐饮……西乌素图村生
态观光和文化旅游产业蒸蒸日上，有
力地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

◎新作为·XINZUOWEI

传统民居成为游客
最爱。

“谷仓”是村里孩子
梦想的摇篮。

大黄杏等林果成就了西乌素图村的采摘经济。

高江泽（中间着白衫者）与写生的学生交流。

西乌素图的
产业脸谱

众多艺术机构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