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悠然自得的苏卡达陆龟、上窜下跳
的白狐、野性十足的红隼……在呼和浩
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有着一群特殊“住客”。走近观察，从
一个个安然自若的样子中很难看出，它
们都曾有过一段流离失所的苦难经历。
有的险些被送上餐桌，有的因非法饲养
而被遗弃街头，有的曾伤痕累累……

每年都有不少野生动物因受伤、迷
路、遗弃等意外情况而流落在外。为了帮
助“迷失”的它们找到归途，作为呼和浩特
市唯一一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便成了它
们的“庇护所”。2021年这里共救助了93
种、约100余只（头）野生动物，其中不乏
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草原雕、黑鹳，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天鹅、游隼等。

“这两只是元旦期间刚送来的，一
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一只是国
家三级保护动物赤麻鸭幼鸟。这只游
隼伤得比较重，救治起来比较费事儿，
什么时候能康复也不好判断。我们根
据伤情，进行了外伤处理和抗生素注

射。待其伤口恢复并达到放飞条件后，
会将它放飞。”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
人高楠向记者介绍。

细数这些动物的来源，既有市民举
报后的野外救护，又有执法人员巡查时
的发现，还有一些是非法饲养，被执法
部门没收后送来的。

“很多人对野生动物的救护工作并
不了解。”高楠介绍，实际上，救护野生
动物是一件科学性极强，并且具有一系
列专业化、系统化流程的工作。“没有相
关知识的市民在发现野生动物时，切莫
贸然出手抓捕，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
再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救助。”

对于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工作人
员首先要查看它们是什么品种，有无外
伤、寄生虫，眼睛和口鼻功能以及食欲如
何，以便第一时间进行治疗和照料。在
帮助这些野生动物恢复身体健康的同
时，还要有针对性地治愈它们的心灵。

高楠从事野生动物救护十几年，拥
有丰富经验。他说，不少野生动物在远
离同伴和家乡时，尤其是受伤的野生动
物，都存在一定心理创伤，救护时，一定
要给予它们充分的安全感。比如在照

料时，不能像对待家养宠物一样，随意
抚摸逗弄，必须给它们一定的隐私空
间。这些动物极具野性，经常对照料人
龇牙咧嘴或者嘶吼威胁，要有足够的耐
心和爱心，细致地观察，并根据它们的
习性进行适时安抚。于是，工作人员就
将猛禽野兽等“捕食系”动物和“猎物
系”动物之间的笼子隔得很远。有时
候，工作人员担心落单小动物孤独抑
郁，还会根据习性，将它们放进一个笼
子里，跨种族合养，这样既是陪伴，也是
社群训练。

“受伤的野生动物刚来的时候都有
应激反应，经过一段时间喂养，才能逐
渐适应。经过治疗，恢复健康后，我们
会对其采取野化训练，在具备野外求生
能力后，就会让其回归大自然，因为那
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所以，留在动物
园里的动物只是少数。”高楠说。

不过，有几种情况野生动物是不能
放归自然的。一是该动物非我区本土
物种，若放生，有破坏本地生物链和生
态系统的风险；二是有的野生动物有一
定的危险性，放生后可能造成安全隐
患；三是野生动物因受伤残疾，不具有

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对于不能放归
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会为它们营建一
个安居的新家，让它们无忧地繁衍生
息，直到终老。

记者在救护中心看到，一只白狐在
舒适的笼舍跑来跑去，餐具里是刚刚吃
过的食物残余。高楠说，这只白狐就不
适合放归。一方面因为它的毛色很显
眼，放归后很难捕到“猎物”，自身无法
生存。另一方面这只白狐不是本地物
种，放归后如果与本地物种杂交繁殖，
会破坏原有的种群。

在高楠看来，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全
社会的积极参与，仅靠救护中心的力量
十分有限。之所以成立这个中心，既是
为了救助野生动物，更是以此为契机呼
吁全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这几年，
高楠除了一如既往地救护野生动物，还
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科普上。他的办公桌
上，摆放着驼鸟蛋、鹿角、蛇皮等。他说：

“从2022年开始，我们想走进小学，进行
猛禽科普方面的宣传，让孩子们从小能
够实实在在触摸到这些曾经只能在电视
里看到的实物。因为只有亲身感受，才
能真正激发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感。”

保护救助野生动物需要全社会参与——

为为““迷失迷失””的它们找到归途的它们找到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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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有灵性，野生动物是自然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
都是大自然的精灵。每消失一种物种，人
类就失去领悟一种美的可能，地球生态就
失去一份屏障。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保护
野生动物的意识，学会与大自然和睦相处，
共建生命共同体。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人高楠的想法
正迎合了小朋友们的口味。通过走进学
校、走进课堂，让小朋友们在触摸和感受
中，学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并增强保护
动物的意识。让孩子们从小明白，非法交
易野生动物和滥食野生动物行为不仅违反
法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危害生态安全，
还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近年
来，世界各地频发的各种病毒，都疑似与野
生动物有关。这也再次向人们发出严重警
告：人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才能
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

因为珍稀，所以珍惜。人们要共同做
到不伤害、不捕杀、不食用野生动物。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践行保护野生动物行
动，确保物种繁衍生息，守护多样之美，为
建设生态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守护多样之美
◎李国萍

【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自从山上挖了水平坑，种了樟子
松、丁香花、榛子树，不仅环境越来越美，
再也没有发生过山洪，老百姓都夸这个
民生工程好。”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镇
沙力根嘎查牧民乌力吉指着山上一片

“盖上棉被”的树木说，“以前我们深受其
害，每年一下暴雨，眼睁睁看着洪水从山
坡上冲下来把地里的庄稼全冲毁，自己
却无能为力。”

沙力根嘎查在镇政府西北45公里
处，区域面积45平方公里，以农业为主
导产业。山坡植被少，每年雨季总会形
成大小山洪，夹杂着泥沙倾泻而下，老百
姓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沙力根嘎查附近河流虽小，但是点
多、面广、线长，几条小河流绕村或穿村
而过，如果治理不好，将会出现洪水泛
滥、污水横流现象；如果治理得当，将会
为村容村貌的改观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为此，沙力根嘎查实施了小流域综合治
理项目，开挖数公里的水平沟，营造大面
积的水保林，以工程保生物，层层设防、
节节拦蓄，真正实现了水不下山、泥不出
沟，同时又涵养水源，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得到了改
善，全面提升了人居环境质量。

近年来，科右前旗坚持生态效益优
先，统筹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夯实
水利根基，改善民生福祉。前期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水利管理为根本、生态环境
治理为重点，持续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2020年，共建设了4个水土保
持扶贫项目，涉及察尔森镇和俄体镇的4
个嘎查村，工程总投资1810万元。察尔
森镇水利建设工程以小流域治理、护坡、
护岸、疏浚为主，共植树造林286.73公顷，
护岸2580米，沟道疏浚800米，可保护耕
地8.33万亩，受益人口达到2258人。

察尔森镇坚持治理开发与生态建设察尔森镇坚持治理开发与生态建设
相结合相结合，，精准实施生态扶贫精准实施生态扶贫，，通过实施河通过实施河
道治理道治理、、经济林果种植经济林果种植、、退耕还林项目工退耕还林项目工
程程，，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全面提升人居全面提升人居
环境环境，，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现在下再大的雨也不怕山洪了现在下再大的雨也不怕山洪了，，心心
里特别踏实里特别踏实。。””提起小流域综合治理项提起小流域综合治理项
目目，，沙力根嘎查的百姓们赞不绝口沙力根嘎查的百姓们赞不绝口。。

治理“小流域”
改善大环境

【绿眼】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李国
萍）2021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围绕
禁限塑料制品生产和销售重点领域及
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全年累计检
查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120
余家，对280批次产品进行抽检。对
生产和销售不合格产品企业下达整改
通知书，立案查处案件 5起，罚没款
4.33万元。通过质量约谈、公示、行政
处罚等手段，进一步防范了因禁限塑
料制品质量引发环境污染。

一年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加强塑料制品生产领域排查摸底，实
施企业动态监管。对流通领域加大监
督抽查力度，重点检查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
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一
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不可降解塑料袋
等销售情况。督促生产销售企业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做到不生产、不购进、
不销售禁限塑料制品。

内蒙古禁限塑料产品
质量治理在行动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呼和浩
特市自2019年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遥感监管以来，全市人为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全市遥感
监管工作稳步推进，逐步实现全覆盖。

据悉，呼和浩特市由于受气候、地
形地貌、人员结构、工作经费等条件的
限制，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难度较
大。从2019年至2021年10月，水利
部和自治区水利厅共组织开展4次水
土保持遥感监管疑似扰动图斑的现场
核查认定、违法违规项目查处与整改
等工作。3年里，呼和浩特市确保违
法违规项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销号
一起。截至2021年 10月，共查处违
法违规项目497个。

首府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全覆盖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加强散煤市场监管，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从重点监控、质量监管、执法检
查入手，全面推进散煤污染治理，最大
限度减少燃煤散烧造成的环境污染。

进入冬季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对“禁燃区”内实行拉网式排查
检查，开展重点巡查检查，严防“禁燃
区”燃煤经销死灰复燃。将煤炭列入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抽查目录，加
大对散煤质量抽检力度。陆续抽检散
煤660多批次，对质量不合格的散煤
经营户依法进行处罚。下一步，我区
将加大城市建成区、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煤炭质量抽检力度，依法打击违法
生产销售劣质散煤行为，促进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我区加强散煤市场监管
最大限度减少污染

本报2月 9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乌海市
大力提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能力，通
过打造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示范园过打造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示范园、、建建
设乌海市水土保持监测点设乌海市水土保持监测点、、严格执行严格执行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方式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方式，，
着力筑牢生态屏障着力筑牢生态屏障。。如今如今，，乌海市实乌海市实
现了由现了由““荒荒””变变““绿绿””的美丽嬗变的美丽嬗变，，城市城市
的容颜越来越俊俏的容颜越来越俊俏。。

近年来近年来，，乌海市相继实施石大门沟乌海市相继实施石大门沟
小流域坝系工程小流域坝系工程、、十七公里水土保持综十七公里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工程等项目合治理工程等项目，，同时认真执行水土同时认真执行水土
保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保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全市征缴水土全市征缴水土
保持补偿费达保持补偿费达22..6666亿元亿元，，基本实现应收基本实现应收
尽收尽收，，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由“荒”变“绿”
乌海市容颜越来越俊俏

马群行走在大兴安岭深处的茫茫雪原中马群行走在大兴安岭深处的茫茫雪原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荭包荭 摄摄

□本报记者 包荭 摄影报道

2022年1月，正是大兴安岭林区经历
零下30多度严寒时节。而此时，内蒙古
森工集团阿尔山森工公司立新林场的林
业工人们，正穿梭在密林间，进行森林综
合抚育工作。

每当冬季，树木进入休眠期，林业工
人们就抢抓时机，将枯立木、濒死木、病腐
木、风折木、变曲木伐掉，让茂密的林子透
光性更好，更有利于林木健康生长。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是中
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亚寒带针叶林资
源基地和生物基因库。天保工程实施20
多年来，该国有林区全面强化资源保护管
理，多措并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森林面
积、活立木总蓄积、森林覆盖率分别由开
发初期的6.37万平方公里、6.6亿立方米、
60.1%，提高到8.37万平方公里、10.33亿
立方米、78.39%，林业资源实现“长大于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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