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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本报记者 李晗

采访对象：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
哈拉嘎苏木巴彦敖包图嘎查牧民乌仁其木格

时间：2021年5月24日
地点：乌珠穆沁草原

记者：作为在这片草原上付诸治沙行动
的生态建设带头人，请问您一开始是怎么产
生治沙这个想法的？又是如何做到致富和治
沙两不误的呢？

乌仁其木格：我小的时候，这里虽然也是
沙地，但覆盖着适合生长的植物，没见过流动
的沙丘。后来，牧民家畜群规模越来越大，更
甚者盲目追求牲畜头数，这种掠夺性的生产
经营方式破坏了脆弱的沙地草原生态，到了
沙进人退的地步。再后来，牧民家里的日子
虽然富余了，但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却不堪
重负，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
下什么？没有了绿水青山，何来金山银山？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付诸治沙实践。

2018年起，我先把家里的200只山羊和
300多只绵羊全部出售，换回了80头西门塔
尔牛。这下牲畜总数少了，对草场的压力也
小了。并且，1头牛的效益能抵得上6至8只
羊，无论是经济账还是生态账，都稳赚不赔。
在我和其他牧民的示范引领下，西乌珠穆沁
旗养牛的牧民越来越多，收入也是水涨船
高。统计显示，全旗从2015年牧业年度肉牛
存栏16.8万头增至2020年的27.2万头，增幅
达62%。

记者：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
乌仁其木格：现在，牛的头数变得越来越

多了，我们打算在肉牛产业的发展中，坚持良
种扩繁、良种引进、育成育肥并举，做好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家庭牧场和繁育基地建设，坚
持以西门塔尔牛、夏洛来牛、安格斯牛为主的
肉用品种改良方向，大力推广优质冷冻精液
人工授精，提高个体产出效益。

在今年春季，锡盟新一轮休牧中，我拉来
网围栏，把50亩实验田围了起来。打算5年
内不让牲畜进。在边缘地带先栽下灌木，形
成沙障后，再种植小叶锦鸡儿等固沙植物，用
这个方法进行治沙固沙。

致富治沙两不误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初夏时节，草原渐渐返青。乌
拉特草原上，蓝紫色的马兰花一丛
一丛开得正艳，在微风的吹动下，草
原俨然成了紫色的花海。

2020年 5月中旬，在巴彦淖尔
市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态修复试点
项目的公开招标中，内蒙古蒙草生态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开
始在乌拉特中旗项目区实施草种补
播、柠条平茬复壮、原生草原施肥、马
蔺（马兰花）种植繁育等工作。

“草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草原退化就意味着草场植物数
量减少、质量变坏，直接影响我们的
畜牧业产品的质量。”乌拉特草原上
的牧民呼斯楞说，“这两年，好在通
过草原休牧等措施，草原上的花朵
种类逐渐增多，引来众多游客前来
观光赏花。”

如今的马兰花海正是巴彦淖尔
市加大草原生态自然保护力度的见
证。

巴 彦 淖 尔 市 现 有 草 原 面 积
7916.42万亩，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
80.06%。“实施草原修复项目对巴
彦淖尔市来说极为重要。”该市草原
保护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刘永录说。

2019年，国家林草局在全国实
施10个草原修复试点项目，巴彦淖
尔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积极争取，最终使退化草原人工
种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落地实施，
这是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单项投资最
大的草原生态项目。

这个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设
范围以 242 国道为轴向两侧沿线
地带辐射，建设任务55.64万亩，涉
及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3个苏
木5个嘎查、187户牧民。 2019年
6月实施，力争3年之内项目区80%
以上的草原植被得到恢复，生态系
统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同时寻找总
结出一套适合退化荒漠草原生态修
复的技术及管理模式，为合理利用
及可持续发展草原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坚持试点

先行、分区施策的原则，遵循生态系
统内在的机理和恢复规律，加大草
原生态系统修复力度。”刘永录说。

针对退化草原的类型与分布特
点，对重度沙化草原采取围栏封育、
补播、施肥、柠条平茬复壮等适宜修
复措施进行沙化草原生态修复；针
对重度退化草原，选择围封禁牧、补
播、施肥等适宜的生态修复措施进
行自然生态修复；针对中度退化草
原，主要实施草畜平衡，减少放牧压
力，使草原在轻度利用中休养生息
以及针对试点区域关键技术进行集
成创新与示范，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监测评估等。

同时，积极邀请自治区草原生
态修复科技支撑团队全程现场指
导，对巴彦淖尔市实施草原生态修
复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瓶颈问
题进行科技攻关，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科学合理的调整意见，确保这项
打基础、管长远、惠民生的重大草原
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

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生态补偿机制，3

年间，项目区内187户牧民每年可
以享受到生态补偿资金1419万元。

同时考虑到牧民长远受益因
素，补植补播时选择了驼绒藜、冰
草、针茅等，3年后这些植物除了具
有生态效益，还可以进行科学利用，
合理发展畜牧业，增加牧民收入。

尤其是近两年，国道 242沿线
草原植被恢复明显，加之集聚“山水
林田湖草沙”七种不同自然地貌，赋
予沿线地区及边境新的发展机遇，
不少牧民信心十足地发展起了草原
生态旅游和牧园综合体，开辟了农
牧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截至目前，国家退化草原人工种
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55.64万亩建
设任务已全部完成。试点区禁牧成
效明显，草畜平衡合理，草原植被盖
度增加，植被生长量显著提高，草原
退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广阔无垠的
大草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每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是马
兰花开的日子，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人来乌拉特草原看马兰花，体验牧
家游。”呼斯楞说。

马兰花盛开在乌拉特草原上
【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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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举办
“爱鸟周”宣传活动

本报5月 26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日，
以“爱鸟护鸟、万物和谐”为主题的

“爱鸟周”宣传活动在包头市赛汗塔
拉生态园正式启动。包头市林草局
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并发放野生动物
保护宣传手册、资料千余份，宣传科
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及爱鸟护
鸟知识。活动设置了鸟类图片及鸟
类科普视频展、鸟类保护节目表演、
长卷绘鸟等多个环节，吸引了众多市
民及游客参与。

据了解，近年来，包头市各级林
草主管部门积极开展“爱鸟周”等系
列科普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内容丰
富、精彩纷呈的活动，集中向社会宣
传普及鸟类保护知识，传播生态文明
理念，引导公众关注鸟类生存环境和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爱鸟
护鸟意识。

阿左旗召开
“林草科技推动梭梭——
肉苁蓉产业提质增效”
培训班

本报5月 26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了解到，近
日，由阿拉善盟林业草原局主办，阿
拉善盟林业草原研究所、阿拉善盟林
业草原和种苗工作站联合承办的“林
草科技推动梭梭——肉苁蓉产业提
质增效”培训班顺利召开。

培训班邀请相关专家分别围绕
《巴丹吉林沙漠及周边地区脆弱环境
安全状况及其风险评估》《阿拉善生
物多样性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梭
梭肉苁蓉产业研究进展》和《肉苁蓉
有害生物防控技术》等专题，为前来
参训的全盟林草专业技术人员，林
草、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人员传道授业
解惑，收到了良好的培训效果。此次
培训，为全盟林草生态保护建设和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解决了阿拉善当地农牧民生产实践
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商都县
管控水资源“有一手”

本报5月 26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商
都县近年来着力破解水资源匮乏的
症结，通过为居民安装智能水表、建
设净水厂等措施，强化源水总量和供
水控制，提高水资源的使用率。

商都县城镇水资源管理中心在
县城区已安装智能水表3.9万户。

智能水表的推广与阶梯水价制
度的紧密结合，有效发挥了经济杠
杆作用，增强了居民节水意识，极大
地节约了生活用水。同时，严格贯
彻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通过七台
镇思源净水厂加强源水和供水总量
控制、安装水源地报警联动系统、生
产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等举措，进行
实时监控水源地、水厂、管网等各个
关键的生产运营状态，达到统一监
控、综合分析、指挥调度的管理效
果，有效降低公共供水管水网漏损
率，减少水资源浪费。

“十三五”时期
海南新造红树林
1.2万亩

“十三五”时期，海南持续加大红树林资源
保护修复力度，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全面恢
复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功能。5年间，全省共退
塘还湿4.4万亩，其中新造红树林1.2万亩。此
外，海南进一步完善湿地保护政策和管理标准
体系，推动湿地管理进入标准化、科学化的轨
道。5年间建立了12个湿地公园，其中国家级
湿地公园7个、省级湿地公园5个。

“十三五”时期，海南加大对湿地保护和修
复力度，出台《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立法保护
湿地，避免湿地遭到过多人为干扰破坏。此外，
海南还印发了《海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
方案》《海南省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文件，理顺湿地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加
大保护修复力度，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
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海南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将继续加强红树林和湿地保护修复，建
立红树林动态数据库及监测体系，利用大数据
分析做好红树林湿地的日常保护与管理工作。

“十四五”时期，海南计划完成新增红树林面积
2.6万亩，修复退化红树林湿地4.8万亩。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 04月 28日
第14版）

山川染绿嫩芽新山川染绿嫩芽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泉金泉 摄摄

为鸳鸯定制为鸳鸯定制““别墅别墅””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毕力格 宝音德力格尔

5月的兴安盟索伦牧场哈干河
段，上百只鸳鸯在嬉戏、觅食，成为
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悉，每年从4月开始，鸳鸯便
从南方陆续飞来，在这里栖息筑
巢，准备繁衍后代。

今年，这些回家的鸳鸯不会再
为“住房”发愁了。居住在索伦牧
场的摄影家高元智制作了 100 个
人工鸟巢并安装在鸳鸯喜欢的栖
息地。高元智说：“鸳鸯能在索伦
牧场繁衍生息，说明这里生态环境
良好，我们应该保护好这样的环
境，让这里成为更多候鸟的驿站。”

高元智从2012年开始拿起相
机学习摄影，并将索伦牧场迷人的
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展现在网
络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通过

拍鸳鸯、拍风光，高元智深刻认识
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当上了环
保志愿者。

在拍摄过程中，细心的高元智
发现，来到这里繁殖的鸳鸯和其它
候鸟总会发生鸟巢争夺的情况，造
成有些鸳鸯“无家可归”。为此，他
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咨询相关人员
后，决定制作人工巢箱，为这些鸟
儿搭建“别墅”。

2020年，高元智个人出资尝试
着制作 10个人工鸟巢，挂到树干
上后就有鸳鸯成功入住并且繁
殖。实验成功了，高元智备受鼓
舞。今年，高元智早早就为鸳鸯们
建好了“别墅”。

据了解，索伦牧场被称为“雾都
之乡”，这里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生态
类型丰富，集次生林、草原、湿地于一
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鸳鸯栖息地。
近几年，索伦牧场辖区内还发现了黑
鹳、蓑羽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绿眼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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