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自
己的眼泪”。这句呼吁惜水爱水节水的广
告语，直抵心灵，振聋发聩。

5 月 15 日至 21 日，以“建设节水型城
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的 2022 年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公民节约用
水行为规范》作为对公众节水意识、用水
行为、节水义务的具体要求，被重点宣传。

按需取用饮用水，带走未尽瓶装水；
洗漱间隙关闭水龙头，合理控制水量和时
间；清洗餐具前擦去油污，不用长流水解
冻食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节水妙招，
人人都明白，却又不是人人都做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节水大网络中
的小环节——如果无法在全社会形成节
水惜水爱水的良好氛围，再多的文件、措
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勿以善小而不为。节约用水，不是过
“苦日子”，而是学会“适量使用”“一水多
用”。让节水成为一种美德和智慧，让节
水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这是对今天生命
的负责，更是对未来生存的担当。

别让眼泪
成为“最后一滴水”

◎沐春

【纵览】

北
疆

绿
韵

【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从呼和浩特市区驶上昭乌达快速
路，一路向南，大约20分钟便可到达
碧波荡漾的大黑河畔。在这里，春遇
候鸟，夏望花海，秋赏金叶，冬嬉冰雪，
漫步于蜿蜒的彩色步道，那份来自郊
野的悠然与惬意，愉悦身心。

大黑河作为黄河一级支流，是呼
和浩特市的“母亲河”。从2015年秋季
开始综合整治大黑河城区段开始，几年
来，这里的环境风貌焕然一新。花镜广
场、亲子乐园、滩头花海、军事公园……
随着大黑河景观带内可圈可点美景的
日渐增多，呼和浩特市138平方公里的
市域南部生态屏障基本形成。

今年65岁的潘月英住在大黑河附
近景观花园小区。早些年，她一心想
离开这个环境差，出行不便，一年四季
看不到多少绿色的城乡结合部。而现
在不同了，出门便可入园，休闲健身，
纳凉小憩，可谓享尽绿色福祉。

“以前道路两旁光秃秃的什么都
没有，遇上大风天尘土飞扬，现在不仅
有了绿色，还有姹紫嫣红的花田，河水
越来越清澈，环境好到随手一拍都是

景……”说起大黑河的变化，潘月英最
有发言权。

顺着科尔沁快速路下来，从东往
西沿大黑河驶过，首先闯入视线的是
一个集国防教育、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军事主题公园。军舰、铁路
专列、客车车厢、货车车体逐一显现，
这里是孩子和家长最好的互动空间。
规划建设的军事装备博览园和少年儿
童国防军事教育体验乐园等项目，在
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同时，也让公园
成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5月 17日，呼和浩特警备区与呼
和浩特市政府举行了国防教育军事装
备交接仪式，又有100多种国防教育
军事装备将陆续安置于大黑河军事主
题公园。

继续向西，便可途经马鞭草花田，
这里是2021年度大黑河网红打卡地，
也是沿线景观提升改造的重要景观之
一。在现场，记者看到，花田与附近
的“儿童乐园”项目之间的地貌已被
重新梳理。改善原有植被，栽植乔灌
木，重新搭配植物，今年这块花田将被
提升扩建为花海。

再到大黑河南岸石化大桥西段看
看，“欧石竹花海”项目同步进行中。

在生态小径南侧的斜坡上，园林工人
正忙着栽种欧石竹，粉紫色的花瓣星
星点点串联成若隐若现的线条，逐渐
变成一片花海。“目前欧石竹栽植量已
完成80%，预计6月初栽植完毕，7月
初即可呈现花海效果，南北两岸共计
50余公顷。”呼和浩特市绿化第二中心
大黑河班组长王在新介绍。

大黑河全长225.5公里，其中流经
呼和浩特市境内的长度为139.5公里，
呼和浩特市大黑河城区段位于流域中
下游。工程实施前大黑河城区段除洪
水期，其余时间基本呈断流状态，由于
长期乱采乱挖，倾倒垃圾，河道内砂坑
密布，河床遭到严重破坏，防洪标准远
达不到城市河道防洪要求，同时也存
在较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几年来，通
过实施河道整治、加固堤防、景观绿化
等举措，不仅河道防洪标准达到百年
一遇，同时，利用再生水形成水景观，
打造河心岛、亲水木栈道、滨河步道和
休闲场地，形成一条长13.24公里的城
市绿色生态链。

5月4日，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包钢
深入大黑河沿线进行实地调研。在他
看来，城市南部发展建设中，大黑河的
生态原貌得到了较好保留，这十分不

易。他提出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
计、高质量推进大黑河郊野公园建设，
让市民可以傍碧水而憩、穿花海而游、
踏青草而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

大黑河作为城市居民休闲锻炼的
热门地，时下，困扰管理部门的是景观
区的日常维护。王在新说：“大黑河之
美不仅要美在外部景观，更要美在市民
的日常行为。这里不仅需要园林工人
的精心养护，更需要全体市民的细心维
护。从每个人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
不乱扔垃圾、不折枝采花、不污染河道，
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份美好保持下去。”

5月 16日上午，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城管部门组织130名执法人员对大
黑河沙滩公园违规游乐设施进行了集
中整治，依法拆除了所有私设的游乐
设施、清理了违规占地、收费等行为，
将沙滩公园恢复原貌，把更多休闲娱
乐空间还给市民。

呼和浩特市园林部门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结合生态保护、河道治理
和防洪防汛，系统化、一体化推进大黑
河郊野公园的总体布局和规划建设，
让集生态涵养、景观绿化、休闲游憩等
功能于一体的城南郊野公园体系，扮
靓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首府。

随着大黑河城区段的不断整治随着大黑河城区段的不断整治、、美化美化、、绿化绿化，，1313..2424公里长的首府城南绿色生态链已经形成公里长的首府城南绿色生态链已经形成————

穿花海而游穿花海而游 傍碧水而憩傍碧水而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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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翠绿的樟子松身姿挺拔，藤黄色的
芦苇随风飘荡。5月末，通辽市科左后
旗内蒙古双合尔湿地自然保护区草木茂
盛，水流淙淙。

过了保护区界碑，在一片沼泽地，看
到一只白色的大鸟，翅膀的末端为黑色，
单腿立在水漫的芦苇丛中。

“去年11月，群众报警说有一只受
伤的鸟在雪地里站不起来了。为尽快找
到它，我们几个管理员在雪地里深一脚
浅一脚地搜寻，心里很着急，就怕时间久
了会被冻死。找到后把它带回了管理
所。”双合尔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建
设中心主任图力古尔说。

经过确认，这是“鸟界国宝”东方白
鹳，系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常在沼
泽、湿地、塘边涉水觅食，主要以小鱼、
蛙、昆虫等为食。

“当时，这只东方白鹳左翅膀受伤，需
要救助站救治，等到它能‘自食其力’再将
其放归大自然。”图力古尔说。

与动物相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图力古尔他们几个大小伙子展现出
了温柔又耐心的一面。“它特别怕人，总
是跑来跑去不让我们靠近。刚把它救回
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吃，我们怕它饿死，
几个人合力给它灌喂小鱼。”图力古尔他
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这只“傲娇又
高冷”的大鸟。

万物有灵。几天后，东方白鹳渐渐
放下戒心，开始正常进食。图力古尔和
他的战友们给它买来了很多鱼和疗伤的
药。“给它治伤很难，更多的是靠它自然
恢复。”看到它不能扇动翅膀，图力古尔
心疼极了。

今年春天，图力古尔他们希望东方
白鹳可以回到属于它的世界。“3月 28
日那天，尽管心里特别不舍，我们还是把
它放归野外。遗憾的是它翅膀受过伤，
飞不起来了。别的候鸟都飞走了，只有
它留在那儿，挺孤单的，让人难过。”图
力古尔难掩牵挂之情。

““鸟是大自然的精灵鸟是大自然的精灵，，更是人类的朋更是人类的朋
友友。。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双千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双千
万亩项目实施的这些年来万亩项目实施的这些年来，，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年年好转生态环境年年好转。。每年在双合尔湿地每年在双合尔湿地
停歇停歇、、栖息的候鸟数量逐年增加栖息的候鸟数量逐年增加。。””图力图力
古尔说古尔说，，““现在人们爱护自然现在人们爱护自然，，保护动植保护动植
物的自觉性越来越强物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如今的双合尔湿如今的双合尔湿
地地，，展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展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邂逅东方白鹳 【绿眼】

本报6月1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提
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预防地方不当
干预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将开展为期6个月的专
项检查行动。

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以日常检查和
现场抽查的方式开展。日常检查由自
治区环境监测总站按期开展；现场抽
查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成东部区、
中部区、西部区三个现场检查组随机
抽取不少于10家空气自动监测站、6
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不定期开展。

据介绍，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及时进行通报，
对于发现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证据确凿
的，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我区严打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行为

本报6月 1日讯 （记者 李国
萍）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日前组织专
家赴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对两个国家
节能标准化示范项目进行考核验收。
经评估，两项目节能降耗效果明显，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顺
利通过了评估验收。

据了解，“稀土冶炼节能标准化示
范项目”创建以来，中国北方稀土（集
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担单
位，建立了包含87项节能标准在内的
节能标准体系表，增配能源计量器具
57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焙烧窑天
然气单耗及灼烧窑的天然气单耗明显
下降。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的“聚乙烯醇生产节能标准
化示范项目”，通过建立企业节能标准
体系，健全企业节能标准化管理制度
和激励机制，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硫、颗
粒物、氮氧化物年排放量。

我区两个国家节能标准化
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6月 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阿拉善盟林草局获悉，截至
目前，全盟共完成草原保护和建设任
务116万亩，完成营造林54.9万亩，退
化林修复等1.2万亩。

据了解，2022年阿拉善盟林草生
态保护建设计划任务有1160万亩，其
中，草原保护和建设任务1000万亩；
营造林生产任务100万亩。重点区域
绿化任务3万亩、全民义务植树85.6
万株。目前，重点区域绿化已完成2.2
万亩，全民义务植树85.6万株，完成
全年任务。

下一步，阿拉善盟将继续组织实
施好飞播造林、封沙育林等项目，落实
退化林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任
务，确保顺利完成全年林草生态保护
建设计划。

阿拉善盟林草生态
保护建设顺利推进

本报6月 1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落实
我区关于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实施
方案的任务要求，巴彦淖尔市水科所
以自治区水利科技重大项目——“河
套灌区盐碱地向日葵/玉米-大豆间
作节水增效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实
施为引领，引进4个大豆新品种，在临
河区双河镇进行种植试验。

该项目拟通过试验研究，筛选出
适宜黄河低滩区种植的大豆种植模式
及品种，推进黄河滩区种植结构改善，
为黄河两岸滩区高秆农作物向矮秆农
作物转变提供新模式，保障黄河防汛
安全，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河套灌区引种大豆
保护黄河河道

□本报记者 许晓岚 霍晓庆 摄影报道

山坡上，机器新翻的地面露出肥沃的黑土，一道道整齐排列，工人们两人
一组，一人铲土，一人将十几公分高的树苗栽进树坑，再填土踩实……5月27
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天池林场，十几名职工和群众正在进行造
林作业。山坡的另一边，已完成造林的地块整齐有序，与远处碧波组成一道
静美的风景。

阿尔山林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主脉西南麓，是哈拉哈
河、伊敏河、柴河“三河”的源头，生态区位极其重要。多年来，阿尔山大力实
施天保工程、公益林管护、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林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80.7%，2019年荣获中国森林健康养生50佳和最佳森林时光
休闲体验地两项国家级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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