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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水浇地全部退减为旱地，机电井全
部封停；流域内新增纯生活用水和食品
医药企业项目严格执行水资源论证制
度，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不准取用
地下水。

2021年第三季度，察汗淖尔湖流
域内蒙古境内地下水平均水位比2020
年同期上升0.69米，2021年6月起，湿
地公园内出现水域并持续扩大，水域面
积最大达到14.9平方公里……

位于察汗淖尔流域“C位”的察汗
淖尔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
湖，坐落于我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十八
顷镇、小海子镇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
县交界处。

初夏，乌兰察布草原上青草还没有
完全返青。蓝天白云下，察汗淖尔湖水
流淌在夹杂着黄与绿的草丛里，实际
上，这是一片湿地。与白色的风电设施
相映成趣的是一群飞来飞去的黑色水
鸟。

“2020年以前，这里的景象令人担
忧：湖面萎缩，湿地几乎消失，生态遭到

破坏。经过一年多的修复治理，如今重
新焕发生机。”商都县水利局办公室副
主任袁昇说。

近年来，由于干旱少雨、地下水超
采等原因，察汗淖尔流域生态恶化，威
胁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

面对这一问题，我区坚决扛起察汗
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主体责任，建立了
蒙冀两省区察汗淖尔湿地保护和修复
专项协作机制，积极推进察汗淖尔湿地
公园建设，同时对流域内高耗水企业实
行限批政策，严禁扩建项目增加取用地
下水。

2020年以来，商都县积极推进察
汗淖尔湿地保护和修复行动，实施农业
节水工程恢复地下水位，通过种植结构
调整发展节水抗旱作物，推进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察汗淖尔湖生态系统逐渐
被修复。

农业用水曾是察汗淖尔湖地下水
位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减少湖水和地下
水抽采量，商都县积极探索实践“生态
修复+产业调整”模式，引导合作社和
农户扩大燕麦、杂粮等低耗水和耐旱作
物种植比例，压减蔬菜、甜菜、马铃薯等
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

在商都县，小海子镇、大黑沙土镇、
十八顷镇、七台镇是察汗淖尔保护和治
理重点乡镇，水浇地相对较多，农户普
遍种植蔬菜、糖菜、马铃薯等耗水量大
的经济类作物，地下水开采较大。为保
护水资源，降低地下水开采量，早在
2019年商都县就开始实施水改旱等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特别是2020年，按
照“稳妥推进、兼顾脱贫”的工作思路，
下大力气实施水改旱工作。

夏长青是十八顷镇丰韩村的种植
大户，承包了310亩水浇地，全部种植
玉米。2021 年，在政府补贴下，他不
再种植高耗水的全株玉米，改种耐旱
作物黍子。“我们这里机电井全部封
停，采用‘雨水+滴灌’的方式灌溉，每
亩地能节水200多立方米。”他说。起
初还担心会影响收入的夏长青在
2021 年末算了一笔账：“2016 年到
2020年，我种玉米的年平均纯收入是
12.79万元，水改旱当年我的年平均纯
收入是12.35万元，没有相差多少。但
是意义大不一样，种植结构改变可以
节约地下水。”

与夏长青不同，李富是小海子镇刘
家村的普通农户，自家种27亩地。往

年种的是甜菜甘蓝和萝卜，年平均纯收
入1.6万元。2021年水改旱种的是黍
子莜麦玉米，年平均纯收入2万多元。

“不用地下水浇灌反而还多了收入，真
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放下了担忧的李
富说。

按照《乌兰察布市察汗淖尔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作实施方案》部署，乌兰察
布市 2021年—2022年两年要实施水
改旱面积24万亩，目前已完成22.73万
亩。为进一步保护察汗淖尔湖周边湿
地，商都县还投入1100万元，完成核心
区湖内滩涂围封5.3万延长米，围封面
积64.31平方公里，并在察汗淖尔湿地
公园周边村选聘巡护员，加强对湿地公
园的保护。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爱护
大自然，大自然必将回馈人们更多。如
今，察汗淖尔流域内蒙古境内地下水平
均水位上升，湿地公园内出现水域并持
续扩大，水域面积最大值同比增长
27%，各类植物长势旺盛，动物种类数
量明显增加。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察汗
淖尔也在绚烂的光线中敞开了温暖的
胸怀。察汗淖尔归来了！

察汗淖尔流域内蒙古境内地下平均水位上升察汗淖尔流域内蒙古境内地下平均水位上升，，水域面积最大值同比增长水域面积最大值同比增长2727%%————

察汗淖尔归来察汗淖尔归来

4 执行主编：包塔娜 责任编辑：李国萍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 / 生态环保 /

【绿眼】

““弃弃””物巧用物巧用 变变““废废””为美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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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实现

“河畅、水清、坡绿、岸美”的目标，今年
以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结合实际，采
取有力措施开展水环境治理工作，并
从今年4月开始为期3个月的河湖清
理行动。

该县河长办不断加强巡河频次该县河长办不断加强巡河频次，，
重点查看河道保洁重点查看河道保洁、、污水直排污水直排、、河道淤河道淤
积等问题是否有反弹积等问题是否有反弹，，并加强对河流并加强对河流、、
水库水位监控水库水位监控，，及时做好水库防洪排及时做好水库防洪排
水水，，确保水库在安全水位下运行等相确保水库在安全水位下运行等相
关工作关工作。。据悉据悉，，第一季度全县各级河第一季度全县各级河
长巡河共计长巡河共计24042404..33公里公里。。

武川县全面开展
河湖保护行动

本报5月 18日讯 （记者 李
国萍）近日，巴彦淖尔市邮政管理局联
合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商务局印发
《关于开展绿色网点和绿色分拨中心
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巴彦
淖尔市绿色网点、绿色分拨中心建设。

按照要求，各企业于5月中旬对
照《绿色网点建设指引》和《绿色分拨
中心建设指引》相关指标逐项开展自
评并形成报告，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对
报告及佐证材料进行初审并开展实地
验收核查，最终在全市评选出5个绿
色网点（包含末端网点）和1个绿色分
拨中心。

此次联合开展试点建设充分体现
了多部门对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的关心
支持，也是邮政快递行业推动绿色发展
和生活方式有机结合，促进快递包装减
量化、标准化和循环化的重要举措。

巴彦淖尔市启动
邮政绿色网点建设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今年4
月初开工建设的乌兰浩特市二道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
1250万元。

二道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起点位于乌兰哈达镇前公主陵嘎查西
侧分水闸处，终点为乌兰哈达镇三合村
西南二道河入洮儿河口排水闸。设计
总投资4340.03万元，目前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生态护岸、生态隔离带199.7
亩、生态道路466米、河道垃圾清理、垃
圾收运站及配套设施10座。工程建成
后，将有效削减污染物入河量，改善流
域水质，提升流域环境质量，助力乡村
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二道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有序推进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打击通过邮政快递渠道非法寄
递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近日，
乌兰察布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市林草
局、公安局、农牧局、市场监管局等相
关部门，开展了打击非法寄递野生动
植物专项检查。

检查组对主要快递企业的分拨处
理中心进行监督检查，对部分快递企
业营业网点进行抽查。林草部门现场
向企业讲解了野生动植物辨别知识。
邮政管理部门要求快递企业严格执行

“三项制度”，严把收寄验视关口，对发
现寄递野生动植物活体、标本及其制
品的行为，要及时向林草部门举报，坚
决杜绝非法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危险活体动物的行为，共同为维护生
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乌兰察布市全力打击
非法寄递野生动植物行动

近日，自治区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农村牧区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指出在“十四五”期间，全区
各地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和人居环
境整治目标，下大力气加强农牧业污染防
治，推进农村牧区环境整治，实现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农村牧区和农牧业是连接人与自然
的主要纽带，更是全区各族人民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根基。如果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被污染，那城乡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和“水缸子”安全就可能得不到保障。

全区各地要进一步增强对农村牧区
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能盲
目追求产业发展“政绩”而不惜破坏资源、
污染环境，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吃祖宗
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尤其对那些严重污染环境、浪费
资源的项目，不管经济利益多么诱人，都
要敢于说“不”。

期待各地以规划为契机，努力在整治
和防治两方面下功夫，擦亮内蒙古的绿色
底色，稳步提升农村牧区人居环境，为乡村
振兴打基础，为乡情乡愁留有寄托之处。

改善环境
留住“乡愁”

◎帅政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摄影报道

近年来，呼和浩特深入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城市品质升
级。随着绿化面积的急剧扩增，花
草树木扮靓了城市，却也不可避免
地产生了大量的园林绿化废弃
物。为此，园林部门工作人员巧妙
创意，将园林景观与绿色环保有机
融合，把废弃的树根、枯树、戗杆等
进行处理，变“废”为美，用于园林
造景，制作成昆虫屋、树洞、垃圾回
收箱、攀岩墙、木栈道等公园设
施。既美观大方，又自然个性，给
广大市民带来了十足的感官体验，
不仅实现了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处
理，也向市民传播了废物利用的环
保理念。

山林相映的大青山桦林沟初夏一景山林相映的大青山桦林沟初夏一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塔娜塔娜 摄摄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沙漠中的4月，侯月茹穿着厚实的棉
衣，戴着口罩，用头巾把自己包裹得只露
出一双眼睛，视线稳稳地落在梭梭树的
根部，右肩上扛着的铁锹时刻待命。

“这片区域，以前是寸草不生的沙
窝窝，风一刮，满嘴都是沙粒子。现在，
乌梁素海流域治理后，大环境变好，这
里种了成片的梭梭林，风挡住了，人们
生活的信心就又回来了。”侯月茹介绍
着这些年眼中沙漠的变化。

来自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侯月茹
是一名挖苁蓉的工人，在王爷地肉苁蓉
产业基地从事挖苁蓉活儿已近10年，练
出一双发现苁蓉的“火眼金睛”。

“走，我带你去挖苁蓉。”她说话的
声音不大，却充满了自信。步行50米，
路过几棵梭梭，她都只是朝根部瞟一眼
就走了。我心想：“这些树下都没有苁
蓉吗？”直到她站在一棵梭梭前，半蹲下
指着树根部让我看：“你看这里，沙土鼓
出来一个包，这下面就有苁蓉。刚才那
些，地面平平，也没有裂痕，所以肯定没
有。”说罢，她麻利地将铁锹踩进沙土，
一连挖了三四锹，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手
把土扒开，大约两尺深的下面，露出了
白色的苁蓉。

“2006 年以前，这里很难看到树。
那些年，在这里讨生活很难，很多人都
迁走了。”侯月茹说，自己除了挖苁蓉，
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为了谋生，不得不
辗转于内蒙古和宁夏等地。

“后来听说家乡也种植了梭梭，就
回来发展，不用再东奔西跑了。”侯月茹
说。

为改善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环境，
当地在全流域实施系统性治理，乌兰布
和沙漠栽植梭梭林是系统治理的一部
分。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温都尔毛道
嘎查王爷地肉苁蓉产业基地成为了乌
兰布和沙漠里的一道风景线。

2014年开始，大面积种植梭梭林，
不但防风固沙，还让村民们获得了收
益。从那时起，侯月茹真正端上了生态
饭碗。

如今，侯月茹已经是队长，带领30
多名工人在企业做老本行。“收入有保
障，我们真是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
侯月茹的笑声很清脆。

梭梭林里
传出清脆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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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车大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