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2 日，是第 29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

近年来，我区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
施，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扩大环境
容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内蒙古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不断提高。

政策层面的支持只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基础，更重要的还是每位公民的参
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保护
生物多样性。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使用、不食用、不
购买濒危物种；不参与毒鱼、网鸟、捕兽等违
法行为；尽可能避免使用杀虫剂；在亲朋好
友中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我
们不难发现，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口号”做
起来并不难，只要我们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意识深深刻在心头并付诸实践，就能够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各级政府部
门及组织要向公众提供更多便于参与、寓
教于乐、形式新颖的环保公益产品和活
动，让更多人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
和理念，从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
来。只要大家身体力行，就一定能筑牢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生态屏障”。

生物多样性
关乎你我他

◎帅政

【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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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帅政

在湖面翻飞欢鸣的遗鸥；
在荒漠艳丽绽放的半日花；
在尖峭岩壁如履平地的岩羊⋯⋯
内蒙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

貌造就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是我国
自然生态系统类型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这片美丽富饶神奇的土地，是许多濒
危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其中就包
含被誉为植物界“活化石”的四合木以及
半日花等 13种珍稀野生植物，世界珍贵
兽类蒙古野驴、野骆驼等101种列入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动物名录的珍稀动物。

栖息地环境的改善与恢复，被认为
是生物多样性改善的重要条件。截至
2020 年，我区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区 182 个，总面积 1267.04 万公顷，
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10.71%，初步建立
起了自然保护地体系框架，生态保护格
局也进一步优化，为生物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生存条件。

每到候鸟北归报春时节，就是鄂尔多
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热闹的时
候。在保护区内的内陆湖桃阿海子上，遗
鸥、东方白鹳、白尾海雕等大批候鸟时而
空中盘旋，时而水上觅食，场面蔚为壮观。

“目前，湿地水域面积近 8 平方公
里，今年鸟类总数达 3 万多只，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遗鸥就有 3000
只，湿地生态功能得到逐渐恢复。”保护
区东胜站站长任永奇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内蒙古野生动物
调查队在这片海子发现了世界濒危鸟
类遗鸥，任永奇自此便与遗鸥结缘，全
身心参与到保护遗鸥的工作中，至今已
经 30 多年。

从 2006 年开始，由于降水减少，地
表径流补给不足，导致保护区湿地水域
面积萎缩、湖心岛消失，连续 13 年没有
遗鸥来此筑巢繁殖。为了恢复生态，

“召唤”遗鸥，2018 年鄂尔多斯实施补
水工程，源源不断地生态补水让湿地重
焕生机，在此经停或繁衍的鸟类种类、
数量大幅增加。

老任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如今
保护区鸟类多了，他比以往更忙了，但
心里却有着难以言喻的快乐和欣慰。

同样是保护区，西鄂尔多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半日花”等 72 种
古老残遗濒危植物为主要对象的综合
性自然保护区。

走在保护区棋盘井半日花核心区，
一团团一簇簇半日花生长在山坡上，黄
色的小花在阳光下生机勃勃。

保护区鄂尔多斯辖区棋盘井管理
站负责人邓景贤，一边蹲下身查看半日
花的长势，一边跟记者说起了保护区近
些年的变化。

她说，现在高科技让我们的保护行
为更加科学有效。保护区安装了 4 台
高空云台摄像机、网络远程实现图像监
控，及时掌握各类生态环境和人类活
动，为该辖区的监督管理、监控提供更
有效的科学依据。

由于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扩
大环境容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内
蒙古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除了建立重点保护区，我区还在坚
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持续发力，以
环境提升促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发
展，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一湖两海）
的综合治理就是其中典型。

疣鼻天鹅、赤麻鸭、红嘴鸥⋯⋯连
日来，乌梁素海湿地迎来大批过境候鸟
在这里栖息、繁衍。

“鱼类和鸟类的增加就是乌梁素海
水质提升最好的证明。”乌梁素海生态
保护中心副主任包巍说，“经过综合治
理，乌梁素海的水质已经从原来的劣五
类，达到了目前的总体五类，局部能达
到四类水标准。迁徙经过乌梁素海和

在这里繁殖的鸟类已经达 260 多种，总
数量突破 600 万只。”

呼伦湖的水质提升同样效果明显，
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呼伦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邹伟东表
示，2013 年至今，保护区内记录到的鸟
类、鱼类和哺乳动物种类分别增加到
345 种、35 种和 38 种。

岱海流域内植被覆盖率由 2015 年
的 68%提高到目前的 70%左右，鸟类
种类由 2015 年的 68 种增加到目前的
91 种。

此外，自治区相关部门还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野生动物重要
聚集地设立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站、救护站，加强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
物迁徙通道、栖息地等巡查巡护，严厉
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内蒙古将继续着力提升生物多样性
保护能力和水平，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建立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厅
际联席会议制度，推动自治区生态监测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共享，整合优化
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加强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监管，不断提升生物多
样性监管能力。

我区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我区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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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梨 花 淡 白 柳 深 青 ，柳 絮 飞 时 花 满
城。如同诗句里描写的一样，5 月的干
召庙镇民主村梨花胜雪，片片洁白摇曳
在枝头，宛如仙境。

民主村坐落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今年 57 岁，有着 30 多年种植梨树经验
的田红继是村里的一位能人——爱学肯
干、从一窍不通摸爬滚打到成为技术型
梨树种植新农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人也关注生
态环境的发展，毕竟生态好了，农村农民
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一说到生态环境，时
常关注国家大事的田红继就能出口成文。

30多年前，村里还是土路，偶尔有汽
车经过，车后都扬起一米多高的尘土。

“那时候，别说大面积搞经济林建设了，
村里连绿化用的树也没有个规划。”田红
继说，民主村的土壤碱性较大，以前树木
很难存活，到处是荒滩，守着家里的 35亩
林地，他不知道种啥好。后来林业局鼓
励种植经济林，很多人都选择了梨树。

不懂怎么剪枝，怎么给树打药，就跟
着技术员多学多看，勤加练习。一点点
的积少成多，一年年的锲而不舍，他成了
果树种植行家。伸出双手，厚厚的茧，盘
在虎口之处，这是经常使用握力造成
的。他说：“苦一点累一点都没什么，重
要的是有了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

种植梨树，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
益。“梨树还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可以绿
化荒山、沙坡、滩地，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能
够满足人们生态旅游需要。”田红继说。

在田红继的带动下，种梨树的人越
来越多。每到春夏之交，村子就是一片
梨花海洋。2020 年，全国 248 个村落成
为当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民主村是巴
彦淖尔市唯一入选村落。

“如今，我们这儿成了乡村游的‘名
片’。村在梨树中，梨树在村中，这不就
是很多人寻找的诗和远方吗？”坐在梨树
下，田红继眼角的皱纹勾勒出岁月与辛
劳的痕迹，而他却欣慰地讲着当下的生
活。“空闲时，挑一个好天，或者傍晚的时
候，在梨树下坐坐。这是多少城里人寻
之不得的惬意生活呀！”

梨园深处有人家

本报 5 月 25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1.2 万颗种子搭乘神州十三号返回
地球，蒙草生态根据生产需求选取野
大麦、紫羊茅 6 个草种（共计 50.5 克）
进行了搭载。这是继 2020 年 6 个草
种随“嫦娥五号”归来后，蒙草生态再
次开展航天育种试验。

蒙草科研团队下一步将对搭载返
回的种子进行生活力测定，1/3种子贮
藏于乡土植物种质资源长期库，其余种
子开展育种研究。目前，蒙草生态开展
的“嫦娥五号”航天育种试验已完成阶段
性工作，包括大青山山韭、大青山细叶百
合等6个草品种，对其进行了组培、育苗
等扩繁技术的研究，已获得愈伤组织和
再生植株，并通过表型性状和生育周期
等指标进行变异植株筛选，现已筛选出
花期较晚的大青山细叶百合变异植株。

蒙草生态 6 个草种
开展航天育种试验

本报 5 月 25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 实习生 李洋洋）记者从突泉县
政府了解到，近年来，当地结合国家林
业重点项目，围绕国土绿化和生态修
复 两 条 主 线 ，巧 用“ 乡 土 +生 态 +经
济”3 类树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收
到了良好成效。

在推动国土绿色高质量发展中，
突泉县一方面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科
学植树，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乡土
树种、生态树种和经济树种，让环境更
优、百姓更富。此外，为加大森林资源
管 护 力 度管 护 力 度 ，，全 县 共 选 聘 生 态 护 林 员全 县 共 选 聘 生 态 护 林 员
13791379人人，，有效开展护林防火有效开展护林防火、、乱砍滥伐乱砍滥伐
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在提高公益在提高公益
林管护水平上林管护水平上，，全县共有全县共有 515515 名护林名护林
员对员对9797..77万亩国有公益林进行管护万亩国有公益林进行管护。。

“乡土+生态+经济”3 类树种
为突泉县增绿致富

本报 5 月 25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落实
河长制、打造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环
境，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以河（湖）长制
筑牢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屏障，持续
强化水环境管理。

紧盯河道环境保护重点任务，临
河区陆续出台了总河（湖）长 1 号令

《关于开展全区各级河湖长“集中巡河
湖周”及“春季河湖渠沟清洁”专项行
动的通知》《关于严禁在黄河河道管理
范围主河槽区和近滩区内种植高杆农
作物等行为的通告》《临河区河（湖）长
制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方案和通告。
截 至 目 前 ，临 河 区 累 计 清 运 垃 圾
4045.9 吨，拆除违法建筑 22 处，架设
激光重载云台网络专用设备 16 台。

临河区全力筑牢
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屏障

本报 5 月 25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5 月 18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自治区林
业科学研究院、自治区林业和草原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总站、内蒙古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组成审查
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林业有害生物远
程智能监测基站选址规范》呼和浩特
市地方标准。

2021 年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
局提出制定《林业有害生物远程智能
监测基站选址规范》呼和浩特市地方
标准，对基站的选址原则、环境要求、
建设要求等内容方面进行规范。通过
一年来的起草、制定、修改，这一地方
标准将成功填补首府林业有害生物在
远程智能监测基站选址规范方面的空
白，对指导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区域选
择、推动智能化监测，强化灾害预防，
有效实施防治措施，减少灾害损失具
有积极引导作用。

首府林业有害生物
远程智能监测有了地方标准

昔日沙漠成林海昔日沙漠成林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慧玲张慧玲 摄摄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影报道

5 月 24 日，走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努古斯台嘎查科尔沁沙地综合治
理双千万亩项目区，目之所及，天蓝树翠。雨后清风送来阵阵松香，昔日的黄沙秃
岭变换了容颜。

通辽市地处科尔沁沙地腹部，沙地面积为 4199 万亩。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
54.1%，是全国沙化最为严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通辽市全力推进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按照先易后难，分区施策，造封
飞相结合、乔灌草相结合的原则，每年以 300 万亩综合治理速度向前推进。

经过多年治理保护，通辽范围内的科尔沁沙地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率先实现了
治理速度大于沙化速度的良性逆转。

截至目前，全市近 2000 万亩沙化土地得到了初步治理，年沙尘暴次数下降
6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3.88%。

科尔沁沙地换容颜科尔沁沙地换容颜
【绿眼】

樟子松林樟子松林。。

测量高度测量高度。。

新栽樟子松新栽樟子松。。

观景亭观景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