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冬日的苏木山褪去了彩色的外衣，归
于苍茫寂静。凛冽的山风吹过，阵阵松涛
仿佛讲述着一个荒山变绿岭的传奇故事。

历史上的苏木山曾经森林密布、灌
木丛生，有过“松木山”之称。后由于人
为破坏、战乱和降水减少等历史、自然原
因，到上世纪 50 年代，这里已经是一片
荒山秃岭。春天刮风黄沙起，雨后山洪
冲走牛，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

如今，经过几代人接力植绿，苏木山
有林面积达 20.2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4.8%，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场。
每到植树季节，浩浩荡荡的队伍上山植
树的情景，仍留存在许多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人的记忆里。

过去的 40 年，这样全民义务植树的
情景在内蒙古大地广泛发生。

内蒙古横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
地区，境内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
兰布和、库布其几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
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

沙地，生态建设任务艰巨。
自 198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造林、绿化
祖国成为每一位适龄公民的法定义务之
后，内蒙古拉开了全民义务植树的序幕。

全区各地积极探索推进义务植树工
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把义务植树基地建
设作为重点，与林业重点工程和城镇绿
化有机结合，拓展义务植树空间。为讲
求实效，按单位、按户把任务落实到山头
地块，包栽包活包管护，做到栽一棵活一
棵，订出制度、定期检查。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行业，通过植树、育苗、抚育、管护、认
建认养、出工出资、企业捐赠、“门前三包”
等尽责方式，履行植树义务。

一时间，造林绿化、防沙治沙和身边
增绿等活动广泛开展。在山野、在荒滩、
在沙漠，到处旗帜飘扬，人声、车声、铁锹
声此起彼伏，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
位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一道横跨
祖国北疆的万里绿色长城迅速崛起。

据统计，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 40
年来，全区约 3.81 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
植树总量超过 20 亿株，累计建立义务植

树基地 3800 多个。全区有林地面积从
自治区成立之初的 1.37 亿亩增加到 3.92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3%。

40 年全民植绿爱绿护绿，写下壮美
绿色诗行。为丰富植树形式，近年来，内
蒙古依托“蚂蚁森林”开创了通过“互联
网+”模式大规模公益造林的先河，推动
荒漠化防治进程，改善生态环境，还为更
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公益方式参与造林
绿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风沙少了，环境美了，家园靓了，生活
好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有力地推动
了自治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
生态环境状况的显著改善，也将“尊重自
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厚植人心。

1.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三分
之一披上了绿装，植被覆盖率达到 75%。
生态资源逐步恢复，沙区经济不断发展，
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成为全球防治荒漠化的典范。

清水河县南壕赖林场，犹如一道绿
色屏障，不仅阻止了越黄河而过的库布
其沙漠向东南侵袭，也使入黄泥沙大量
减少，清水河也变得名副其实了。

曾经因矿山开采导致危岩体遍地、
水土流失严重、满目疮痍的大青山南坡，
通过山体修复和绿化，重现“千里郁苍”

“画屏森列”的风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

态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红利”，也为全区
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核
算 ，仅 2019 年 内 蒙 古 生 态 产 品 总 值

（GEP）为 44760.75 亿元。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

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
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把内蒙
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
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
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

下一步，内蒙古将继续依托林草重
点生态工程，持续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到 2025 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3.5%，森林蓄积量达到 15.5 亿立方米。
大力推动森林城市创建，不断提升城市
绿化品味和绿化服务功能，同时，结合乡
村振兴，积极推进农村牧区绿化美化，持
续改善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

【绿眼】

万里苍郁入万里苍郁入画屏画屏
岱海 2 个生态项目
获中央支持 0.44 亿元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李
国萍）记者了解到，2022年岱海湖滨
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岱海水生态环
境调查与评估 2 个项目共获得中央
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0.44亿元。

据了解，岱海湖滨缓冲带保护
修复工程主要包括岱海生态应急补
水工程实施后淹没区地表清理、浅
水区生态修复及湖滨岸带植物的收
割与管护等工程措施。岱海水生态
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主要是开展岱
海底泥中特殊污染物的调查评估，
识别特殊污染物的位置。根据岱海
水体情况，通过室内胁迫实验，识别
水体鱼类死亡的关键因子，为应急
补水后鱼类的恢复提供技术支撑。

2021 年鄂尔多斯完成
林业生态建设 136 万亩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霍
晓庆）记者从鄂尔多斯市林草局获
悉，2021 年鄂尔多斯市完成林业生
态建设 136 万亩，完成率 113%，位
于自治区前列。

鄂尔多斯市高度重视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的开展，2021 年共有 91
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栽植各
类乔灌木共 1074.8 万株（含折合），
全社会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氛围
已经形成。2021 年，鄂尔多斯市还
制定了《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
和林长制 5 项配套制度，建立起市、
旗区、苏木乡镇、嘎查村四级林长制
组织体系，目前，全市 3233 名林长
已全部到位，责任区域覆盖全市 9
个旗区和 25 个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免罚清单”
不免责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帅
政）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向社会
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试行）》，提
出对 6 个方面 15 种轻微违法违规
行为和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据了解，“免罚清单”并不意味
着“免责清单”。该规定严格界定了

“罚”与“不罚”的标准，并规定生态
环境部门在对当事人的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的 ，应 当 下 达 不 予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该做法能倒逼执法部门不断提
升执法精细化水平，提升行政执法
的温度，助力优化我区营商环境。

我区从 4 方面
防治地下水污染

本报 1 月 5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内蒙古
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区将从 4 个方
面做好防治地下水污染和水质监
测工作。

分别包括：保障地下水型饮用水
源环境安全；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体
系；加强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重视
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强化
土壤、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加强区
域与场地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进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风险防控。

我区要在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环
境质量状况评估的基础上，逐步推
进城镇和农村地下水型饮用水源保
护区划定，提高饮用水源规范化建
设水平。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眼下虽然是冬闲季节，但阿拉善右
旗曼德拉苏木浩雅日呼都格嘎查的宝花
却很忙。她每天奔波在养殖、开会、学
习、交流的路上，记者联系了 2 天，总算
联系到了她。

今年 53 岁的宝花是个不服输的女
人。20 年前，她响应退牧政策，搬迁到
浩雅日呼都格嘎查种地，但恶劣的天气
常常使刚撒播的种子被风沙卷走。一年
后，与宝花一起搬迁过来的 80 多户老乡
逐渐减少到十几户，当邻居劝宝花和他
们一起离开时，这个倔强的女人却说：

“我不走，我要留下治沙。”她打算用梭梭
这种顽强不屈的植物来改变这片土地的
面貌。

2001 年，宝花购买了几万株梭梭
苗，与丈夫开始在嘎查周围的荒沙中种
植。“在沙窝中种树太难了，初春天气冷，
我们就穿上厚皮袄、戴上棉帽子；夏天给
梭梭补水时，阳光毒辣，每天都顶着高温
干。”说起以前的艰难，宝花就像在讲别
人的故事，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一股干练
劲儿。

没有水车，宝花和丈夫在沙地边上
挖个大坑，铺上塑料布，把井里的水抽到
坑里，再一桶一桶提着浇梭梭。就这样，
日复一日种下去，从几亩到几万亩，再到
几十万亩，昔日的“风沙滩”变成了“新绿
洲”。梭梭连片成林，风沙也小了。宝花
开始尝试在梭梭上嫁接苁蓉，第一次实
验就收获了 1000 多斤苁蓉。

20 年来，宝花带领乡亲们种植梭梭
林，不仅改善了生态，还增加了收入，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大漠梭梭女”。她先后
被评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全国三八
红旗手”和“全国劳动模范”。

边植绿边致富，现在，宝花带领 19
户村民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公司”
的方式成立的养殖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羊和猪的存栏量都在千头以上，还有不
少骆驼和鸡鸭。“冬季到来年开春都是养
殖最忙的时候。从 3月份开始，又要开始
挖坑种梭梭。”宝花说。按照她的规划，
2022 年梭梭的栽种面积预计 1 万亩以
上。在种好梭梭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
再把养殖公司做强做大，让乡亲们获得更
多收益，是这位“梭梭女”的最大愿望。

大漠梭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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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王冠静 摄影报道

“数九”时节，天寒地冻，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却“高枕无忧”。
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有 800 多头只动物，品种有 80 多个。不仅有凶猛的东北虎、呆萌

的大熊猫，还有温顺的羊驼，可以近距离喂食的丹顶鹤、孔雀等。
工作人员不仅根据动物们不同的生活习性，采用地暖、保温灯、铺干草等方式为他们

保暖，还在饮食上作了调整。据介绍，由于冬季日照时间变短，有些动物摄入钙的营养成
分不足，保育员会在它们的饮食中添加干姜粉、钙和鱼肝油等。有了多措施全方位保护，
动物们可以惬意过冬啦！

挤在暖气上取暖的环尾猴。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爱吃花生米的小松鼠。

结冰的湖面结冰的湖面

。。

温顺的羊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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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 40 年——

4 执行主编：包塔娜 责任编辑：霍晓庆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2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 生态环保 /

新的一年已开启了门扉。此刻，
追忆与感怀情真意切，瞻望与憧憬激
荡心怀。

倏忽而过的 2021，我们与您一起
领略了兴安岭的巍峨繁茂，呼伦湖的
荡漾碧波，大草原的广袤青翠，沙海
里的胡杨梭柳⋯⋯

翩然而至的 2022，我们依然会与
您共同关注内蒙古的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工程；聚焦山川、河流、湖海、
大 漠 和 动 植 物 的 保 护 与 变 化 ；关 切

“双碳”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
每周四第七版的“生态环保”版，

在“北疆绿韵”“绿水青山”“有感而
发”“‘碳’情报”“绿眼”“纵览”等栏目
中，以图文形式多视角呈现全区生态
环保领域的建设、发展、经验和成就，
报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和事，
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生态环保领域
的故事，与您一同感受、见证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的点点滴滴。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使命使然，
责任在肩。

我们一起从“心”开始，从“新”出发！
——编者

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