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最为集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曾几何时，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寸
草不生、风沙肆虐，百姓深受其害。

如今，被喻为“死亡之海”的库布齐
沙漠已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典范；一
度严重沙化的科尔沁草原重披绿装；曾
经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地筑起“绿色
长城”；昔日“狂风一起，黄沙漫天”的多
伦县，已成为京津冀地区避暑胜地……

内蒙古的荒漠化防治，创造了无数
个生态奇迹。把近6万亩沙地变成绿洲
的殷玉珍，种树“种到”联合国的王果
香，“黑城植树治沙老愚公”苏和——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奇迹背后，
离不开内蒙古英雄治沙人的持之以恒、
接续奋斗。

我们在看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内
蒙古的生态环境仍然脆弱”这一现实定
位，要以治沙英雄为榜样，弘扬不畏艰
难、敢于斗争的治沙精神；要久久为功，
一代接着一代干，续写北疆大地的绿色
传奇。

治沙精神代代传
◎帅政

【纵览】【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看着雨停了，67岁的那顺其木格
开始熟练地武装自己：围上围巾，戴上
口罩、太阳镜与手套。运动鞋、牛仔
裤、长款长袖外衣，个头本就不高的
她，把自己包裹得像粽子一样严密
——仲夏的沙漠地带日照强度大，“粽
子装”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那順其木格生活在鄂尔多斯市乌
审旗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而自治区
的“南大门”乌审旗，全境处于毛乌素
沙地腹部。她家的“领地”是4400亩
草场，虽说是草场，却又有很多的沙
梁。

这几天她家刚给草场换上新的网
围栏，网围栏将草场分成几个片区。
休牧区因为雨水的滋润草地柔软厚
实，而放牧区青草只比地皮高一点
点。那顺其木格左腋下夹了一把钳
子，右手小心翼翼将原来生锈的铁丝
一圈圈绕在左手上，遇到有结的地方，
用钳子拧开或将其绞断。

为了保护毛乌素沙漠里来之不易
的绿色，2001年到2010年，在西部大
开发和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项目的大力

支持下，毛乌素沙地严格执行
禁牧、休牧和轮牧政策，走上
规范化治理的路子。

这些年那順其木格家草
场不仅实行划片轮牧，在明沙区，更是
凭借自己的能力种上了一行行的杨
柴。草场东边是 2015 年雇人种的
500亩杨柴，已经成材，现在享受公益
林补贴。草场西边是她和老伴一起从
2010年就开始种的1000亩杨柴。

“不种树沙丘就会压住草地，只有
把沙丘固定住，才能保护草地。”那顺
其木格用蒙古语说，“种杨柴时我就是
这种打扮，不然就被晒伤。2017年老
伴去世后，我也种不动了，以后只能靠
孩子们继续种树。”

约占毛乌素沙地总面积三分之一
的乌审旗，一度是自治区沙化土地最
为集中、沙害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极为
脆弱的旗县之一。

荒寂混沌、风沙倾天，恶劣的自然
环境让乌审人对绿色有一种发自内心
的深情向往和执着追求。那顺其木格
只是无数乌审治沙人中的一份子。党
的十八大以来，乌审旗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将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各项重点工作当中，先后
组织实施了天然林保护、三北
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一批林业重点工程，形成国家重点
工程和地方林业生态工程双轮驱动。

在乌审旗，几乎家家户户都像那
顺其木格一样在草场的明沙区种树，
这跟旗里提倡的造林模式息息相关。

近年来，乌审旗在提质增效上加
大集体和个体所有的沙柳、杨柴等灌
木平茬抚育力度，加快退化林改造，持
续提升森林生态效益；在造林模式上
坚持全民共建共管为根本，企业、社会
团体、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造林大户为
骨干，形成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广大农牧民四级联动的全民
造林绿化工作格局。

开车自南向北行驶在乌嘎线上，公
路两旁是2018年种的旱柳，有着笔直
的干、馒头型的树冠，远远看去宛如一
个个盆景。旱柳是当地特有的一个树
种，既能防风固沙，又有很好的观赏价
值。

继续往北路过2021年种植的樟
子松地段，到了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荒漠化

治理）项目区（原京津风沙源二期项
目），丝绒一样的绿色滩地上开满了紫
色的、黄色的小花。滩地旁是被固定
住的几米高的明沙，明沙的阳面没有
植被，爬上去，就看到阴面种植的850
亩杨柴，往下看，远处西边一块一块绿
色的区域是20多年前种植的旱柳和杨
树。一直负责该地块的乌审旗林业和
草原局技术员王颖说：“这些杨柴的成
活率当年在80%以上，连续3年验收
后，保存率达到65%—70%就算成功。”

如今的乌审旗，处处有青绿——
无定河镇水清湾村水流淙淙，稻田青
青，远山苍翠；萨拉乌苏国家级湿地公
园，峡谷上有樟子松林，峡谷下有吸引
游人的清幽旱柳林及“水帘洞”。尽管
最近3年干旱少雨，种下的树许多难
以成活，人们仍旧毫不气馁，改变毛乌
素沙漠，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治沙理
念已经深深刻在心中。

山河妆锦绣，国土绘丹青。党的
十八大以来，乌审旗累计完成林业生
态建设近 18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2.92%，植被覆盖度达80%，先后获
评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全国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绿色乌审”治
沙群体荣获“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乌审旗累计完成林业生态建设近180万亩，先后获评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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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新种下的5万亩梭梭，在夏日骄阳
下倔强挺立，为戈壁滩带来无限生机。
59岁的王建刚正跟工人们挥汗如雨，抓
紧铺设滴灌管道，为梭梭浇水。

黑红的脸庞，干起活儿来一个顶
俩，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种了7年梭梭
后，这个来自北京的农民企业家，皮肤
已经跟戈壁滩上的沙砾一样粗糙。

2015年 6月，王建刚第一次来到
额济纳。茫茫戈壁寸草不生，他萌生了
在这里种树的念头。当年9月，他就从
北京带了一支70多人的队伍直奔额济
纳，在东风镇承包了5.2万余亩戈壁荒
滩，并成立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始了植绿事业。

戈壁滩上土质坚硬干涸，克服了平
整土地、挖树坑的困难，浇水又成了头
疼的事。传统水车无法满足大面积浇
灌需求，王建刚为梭梭铺上了滴灌。可
是春天埋下的管道，夏天还没过就被晒
坏了。“市场上的管子都是废旧料生产，
我干脆买来原料和机器，自己生产。”王
建刚说。

解决了管道问题，老王又琢磨：发
电机靠燃烧柴油发电抽水浇地，一天花
费两三万元，而光伏发电节能环保，虽
然一次性投入大，但能使用25年。没多
久，光伏发电设备就出现在戈壁滩上。

一年又一年，工人换了一批又一
批。“最初带来的70多位工人如今只剩
下4位，不是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条件
实在太艰苦。”王建刚说。

7年时间，31万亩梭梭染绿了戈壁
滩，风沙小了，生态也好了。

梭梭成林后，王建刚开始试种肉苁
蓉，发展林下经济。“肉苁蓉的种子市场
上卖到1万元每斤，我们自己采种，不仅
节约了资金，而且保留了额济纳旗肉苁
蓉的优良品质。目前已累计采集种子
700多公斤，产值达1400多万元。”王建
刚说。2021年，他创立的额济纳旗浩林
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成功入
选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如今，王建刚又琢磨着建肉苁蓉深
加工工厂。他说：“虽然我的钱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这片戈壁荒漠，但创造的绿
色财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老王的“绿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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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5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财政部、住建部、环保部、能源局
（以下简称“三部一局”）公示了2022年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25个试点城市
名单，我区的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
巴彦淖尔市成功入选。

据了解，该项目实施期为3年（2022~
2024年），入选城市将每年得到 13亿元资
金支持，3年共计39亿元。加上入选2021
年试点城市的包头市，内蒙古已有4个城
市入选。冬季燃煤取暖污染是影响内蒙古
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清洁取暖项目
的实施必将为我区大幅减少燃煤污染，打
赢蓝天保卫战，彻底改善空气质量，增强人
民幸福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区 3 市入选国家级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本报 6月 15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赤峰市林草长制办公室与赤峰
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研究制定《关于建立

“林草长+检察长”协同工作机制的实施
意见》。

《意见》明确，“林草长+检察长”协
同工作机制建立后，将充分发挥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和林草
长制在森林草原保护中的作用，针对破
坏森林草原等违法行为，制定森林草原
管理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的有效办法。依法惩治违法犯罪，督促
补植复绿，恢复生态，构建林草资源保护
发展齐抓共管、协同联动、处置高效的机
制，共同推动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的
新格局。

赤峰市建立“林草长+检察长”
协 同 工 作 机 制

本报 6月 15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获悉，
二黄河水利风景区今年被列为第一批国
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
例。同时，荣获全国第二批“最美家乡
河”荣誉。

二黄河水利风景区已经成为巴彦淖
尔150多万人民群众引以自豪的美丽“地
标”，年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据悉，
2020年以来，河套灌区挖掘并梳理以二
黄河为中心、辐射整个河套灌区的水生
态、水文化等科普文化资源，构建起河套
灌区水利科普、水利文化和灌溉工程遣产
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体两翼”
发展思路，加快建设“一主馆六分馆”水
科普设施，积极营造全民水科普的氛
围。目前已有3个分馆动工兴建。

河套灌区二黄河水利风景区
成 为“ 最 美 家 乡 河 ”

本报6月15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获悉，6
月2日，二连浩特市发现新冠肺炎病例以
来，该局启动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环境管
理应急预案，全盟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工
作平稳有序，医疗废物做到日产日清。

据了解，该局每日调度全盟13个旗
县市（区）医疗废物产生和处置情况，重
点调度涉疫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和应急处
置能力状况，及时掌握医疗机构、隔离
点、采样点等场所医疗废物产生和医疗
废物处置单位设施运行负荷等情况，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医疗废物全
链条环境监管。同时，在二连浩特市、苏
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3个地区启用本
地区医疗废物协同处置设施，全力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全盟生态环境安全。

锡 林 郭 勒 盟 严 格 落 实
医疗废物全链条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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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贺涛

一排排十几米高的新疆杨笔
直向上，穿行在树荫里，可以尽情
享受绿色氧吧的馈赠。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2006年
以前这里曾是大片流动的沙丘。

白独贵湾位于乌兰布和沙漠
西部边缘、乌海市海勃湾区南部，
是乌兰布和沙漠越过黄河在甘德
尔山脚下形成的近20平方公里的
风积流动沙地。曾经沙海汹涌、寸
草难觅、鸟兽无踪，每遇大风，沙尘
弥漫，整个乌海市区饱尝风沙之
苦。

2005年起，乌海市举全市之
力实施白独贵湾沙地治理。十几
年来，近3万亩滚滚流沙变绿洲，
筑起一道阻沙源、保水源的绿色生
态屏障。2011年，白独贵湾正式
被命名为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
成为旅游胜地。

治理后的白独贵湾治理后的白独贵湾。。

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职工对葡萄进行
掐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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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鹳在治理后的白独贵湾休憩。 焦长青 摄

治理后的白独贵湾成为岩羊的乐园。
焦长青 摄

和林格尔县西咀子村绿意盎然的美丽风光和林格尔县西咀子村绿意盎然的美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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