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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咱这“大漠舞台”
挺出彩！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采访对象：村民裴飞
时间：2020年1月4日
地点：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

官井村裴家壕社

记者：您为啥放着城里 140 平米的楼房不
住，非要回到这个大沙窝子里？

裴飞：这里虽然没有城里生活便捷舒适，却
有我心心念念的绿色和羊群。还有，这一片沙
窝窝变化可大着呢！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官井村的风沙一夜
之间就能埋了庄稼、毁了道路、堵了家门，我们都被
欺负得没法安生。后来，政府出台“谁造谁有，合造
共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政策，鼓励我们在沙窝
子里种树。那个时候真难呐！缺食少房，还缺水，
树苗要从三四十里外的地方往返……可是吃了沙
子那么多年的苦，再难也得种出来。20年前开始
种的，埋头干了几年，还真种成了，后来越种越上
瘾，一口气种了4000多亩。现在每次看到这片林
子，我就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林子多了，我就用全年划区轮牧的方式，利用
林间草牧场养羊。我的羊是放养的，吃的是玉米和
柠条，羊价每斤要比圈养的高出五六块呢。我现在
养了快400头羊，仅这一项，每年能纯收入十几万
元。再加上林地的政策性补贴，沙柳平茬、卖沙柳
种苗这些收入，可比在城里打工强多了。

记者：官井村因卖沙柳苗条出名，现在行情
怎么样了？

裴飞：2013年之前，沙柳都是被平茬下来当
成烧火棍子，或者被扎成篱笆或羊圈。如今，可
不一样了，村里成立了全区首家林业专业合作
社——达拉特旗绿森源林业专业合作社后，每
年一到开春，大家就把沙柳砍下来做成种苗，能
卖到8块钱一捆呢。

我们村的沙柳种苗特别畅销，新疆乌鲁木齐的
订单也飞来了。现在，全村15万亩沙柳一年仅种
苗一项可获利130多万元，还能趁着农闲赚一把劳
务费。还有，旗林业局还给沙柳平茬补贴，这烧火
棍子的身价涨得蹭蹭的。这几天大家都忙着联系
订单呢，到时候我又得雇20个人来帮忙。

沙窝窝变成聚宝盆，咱这大漠舞台也挺出
彩的，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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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生态环保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数九寒天，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两河圣
山景区第一季“冰雪圣山 快乐向前冲”冬季
旅游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陆续进场。

雪雕、冰雪教堂、雪城堡、玻璃吊椅等拍
照打卡景观；雪地越野四驱车、雪地摩托、雪
地坦克、驯鹿环游车、冰上自行车、冰上滑板
车、冰上碰碰车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除
此之外，还有一条被誉为“爱情滑道”的雪圈

滑道，总长度520米，垂直落差131.4米，象
征着“一生一世我爱你”，最大程度地让游客
体验着冰雪带来的乐趣。

为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
召，海拉尔区以“雪舞冬韵·燃情海拉尔”为
主题，积极谋划海拉尔区冬季旅游系列活
动，开展了第一季“冰雪圣山 快乐向前冲”
冬季旅游嘉年华活动，让“冷资源”发挥“热
效应”，让“冰天雪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据了解，此次冬季
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2月28日，截至目前，
已接待游客5000人次。

“冷资源”变“热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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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之箭划破苍穹，将一个充满希望
的2021年送到我们面前。

今天，《生态环保》版与您正式见面
了，愿这份墨香，带给您春风拂面般的温
暖。新的一年，我们将与您共同领略灵秀
的北疆山水、感受丰厚的生态文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山川林木葱
郁，让大地遍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
河湖鱼翔浅底，让草原牧歌欢唱……这是
建设美丽内蒙古的美好蓝图，更是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要求。2021年，我们将深入探讨“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
筹推进、精准发力，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蒙古经验，全视角呈现北疆生态
的巨大变化，立体式讲述绿色发展的美丽
故事。

逐绿前行，我们已在路上。《生态环
保》版会在每周四第八版与您相约，通过
《新动能》《绿眼》《速览》《面对面》《鉴学》
等栏目，全面展示我区扎实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敬请关
注！

【速览】

生态扶贫让我区
29万贫困人口受益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十三
五”期间，我区林业生态建设达
3828万亩。并通过创新生态扶
贫机制，多达29万贫困人口在生
态补偿、国土绿化、林草产业中受
益。

据了解，全区聘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17348人，
人均年补助1万元。通过将贫困
地区纳入国家级公益林和自治区
地方公益林补偿范围，约24.6万
名贫困人口直接受益。利用国家
级公益林补偿资金，聘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1.1万多人参与森林
管护，人均收入近5000元。全区
林业重点工程任务总量的70%以
上被安排在贫困地区，项目带动
15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
增收2000元，实现了贫困地区生
态环境改善和贫困人口增收的双
赢。

包头市：
2020年累计救助
野生动物724只（头）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年
来，包头市林草局不断加强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市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有了很大的提高，2020年累计
救助野生动物724只（头），成功
救治并放飞548只（头），包括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大鸨、遗鸥，国家
Ⅱ级保护动物长耳鸮、秃鹫、雕鸮
等，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同时，为进一步加强野生
动物救护基础设施建设，包头市
林草局近日将把在固阳县、达茂
旗、土右旗建成的野生动物救护
站及其医疗救护设备，分别移交
当地林草主管部门，并新添置了
一批手术台、救护担架、救护箱、
住院笼等野生动物医疗救护设
备。

杭锦后旗：
沙海湖国家沙漠公园
通过国家评审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李晗）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国家
林草局近日组织专家评审会，对
全国5家入围的沙漠（石漠）公园
进行了评审，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沙海湖国家沙漠公园顺利通过
评审。据了解，沙海湖国家沙漠
公园位于杭锦后旗太阳庙农场，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地形西南
高东北低，集草地、林地、沙地与
湖泊于一体，景致独特，总面积
367.13 公顷。公园内有植物 37
科 112 种，有动物 18 科 27 种。
截至目前，巴彦淖尔市沙漠公园
已增至4处，分别为磴口沙金套
海国家沙漠公园、乌拉特后旗乌
宝力格国家沙漠公园、临河乌兰
图克国家沙漠公园、杭锦后旗沙
海湖国家沙漠公园。

(本期版面装饰图由自治区
林草局提供)

【鉴学】

退圩还湖、生态修复、数字地图

多地加大
水环境治理力度

最近，江苏泗阳县卢集镇的马广兵退出了
40亩围网养鱼水面，用政府补贴和自己的积蓄
在镇上买了套房子，还在家门口找了份工作。
近年来，紧邻洪泽湖的泗阳实施“退圩还湖”生
态治理工程，边清理清退、边生态修复，还出台
了专业渔民安置政策。

不只江苏泗阳，还有不少地方也采取各种
措施，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浙江义乌市按照

“源头治水、生态治水、智慧治水”思路，高标准
建成污水零直排区。义乌市后宅街道将城镇区
域划分为40个区块，实施雨污分流、截污纳管等
措施，顺利完成全部区块的污水零直排验收。
义乌市苏溪镇已完成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村庄
生活污水、雨水再利用工程得到逐步推广，苏溪
污水处理厂提质减量成效显著。

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启用“数字治水”新系
统，平均处理时长较以往缩短30%以上。据介
绍，党湾镇对小微水体开展地毯式排查，精准收
集雨污水井点位、化粪池、隔油池、立面管线的
位置、管径、建设时间等数据，创新建立实景三
维和地下管线模型相结合的数字化管网地图。

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4日）
本报记者施佳丽整理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这几天，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高台管理
站红道巷林区的温度已经降至零下30多度。

李金虎用力裹紧身上的大衣，登上山顶的瞭望
台极目远望，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一片生态恢
复得不错，前段时间还有青羊出没，这可是20来年
头一次见。”作为上高台管理站站长，李金虎每天都
要来这里看看转转。

历史上的大青山曾经是林茂草丰、河水长流的
秀水青山。1861年的《归绥识略》上记载：“高数千
仞，广三百余里，袤百余里，内产松柏林木，远近望
之，岚光翠霭，一带青葱，如画屏森列。”

然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青山沿山
因长期采矿和过度放牧变得满目疮痍，留下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生态“伤疤”。开采高峰期，到处是漫天
的尘土、冰冷的碎石和轰鸣的机器。风大时，这里
就成了一台巨大的“扬尘器”。

“山上的树没了，山沟也不流水了，野生动物也
都不来了。”回忆起当年情景，李金虎连连摇头。曾
经的“采石经济”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
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度硬伤。

为重现百年前“画屏森列”美景，我区坚持把大
青山生态恢复和治理放在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重
要位置。2004年，大青山被整体划为自然保护区，
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科学

建设、严格保护。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大青山
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建立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意义非凡。”内
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牛喜山
一语中的。据他介绍，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目前我国北方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
区，且区位独特、典型性明显，生态价值极为重要，
是建设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中坚环节和关键
纽带。

痛定思痛，从无节制的掠夺到全方位复绿，大
青山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生。

对保护区无序开发建设果决按下休止符，是全
方位复绿的第一步。近年来，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配合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三市党
委政府，不断加大对工矿企业清理整顿力度。截至
2019年底，保护区内的195家采石采矿企业得到
全面清理销号，并逐步强化生态旅游和非工矿类经
营建设活动的管理，各类违规开发建设得到了有效
遏制。

2020年，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又
成立工作专班，主动协调三市政府和相关旗县区，
召开保护区禁牧大会，实施动态化台账管理，分步
推进禁牧。仅3个月，保护区内牲畜羊单位量已下
降58.49%。

生态环境欠账，终究是要还的。为了抹平生态
“伤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制宜，开展
了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作。截至2020年10月，呼

和浩特市完成保护区工矿企业退出区域人工修复
人工造林3000亩，退化林修复6000亩；包头市完
成封山育林6万亩，人工造林1万亩；乌兰察布市
完成草原生态修复3000亩，人工造林14800亩，特
色经济林建设1360亩，乡村绿化美化110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现在的变化太大了，青山绿水又回归了，还经

常能看到野兔、石鸡、狐狸等各种野生动物呢！”李
志强是一位退伍军人，眼下他和老伴儿都当起了保
护区护林员，对这里的变化感受颇深。

目前，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护林员近
800名，平均每名护林员承担着几千亩至上万亩的
责任区巡护任务。他们以山为家、与森林为伴，日
复一日用脚步丈量着山岭，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来之
不易的绿色。

山还是那山，山又不是那个山。以前村村生产
石灰、腻子粉，处处冒白烟；现在，艺术大讲堂、民俗
博物馆，文旅产业红红火火。

“空气好，风景好，下了雪就更有看头了。”站在
5万亩森林公园的观景平台，呼和浩特市民张先生
忍不住赞叹，“这片林子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现
在都已经显现出森林的气象，真是个大氧吧。几十
年后，来这就有置身于大兴安岭的感觉了。”

半是青山半是城。如今，“不信青山唤不回”已
不再是痛彻心扉的誓言，更多的是勇敢的担当。从

“挖山人”到“护山人”，从生态“伤疤”到天然“氧
吧”，这里正发生着凤凰涅槃式的绿色蝶变。

大青山生态建设的大青山生态建设的绿色蝶变——

从生态从生态““伤疤伤疤””到天然到天然““氧吧氧吧””

【【新动能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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