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眼】

找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打一顶帐
篷，备一桌美食……入夏以来，全区各
地刮起一股“野餐热”，近郊露营野餐成
了都市人的新宠。

这个现象的发生反映出城市周边
生态环境日趋改善，人们亲近大自然也
变得越来越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到，“野餐热”对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持造
成了较大压力。

有些热爱户外聚会的人，在野外野
炊、烧烤，可能存在践踏草地、折损树木
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户外聚会之
后，人群一哄而散，留下满地狼藉。原
本是大家谁都想亲近的“世外桃源”，没
几天便成了垃圾遍地的“蛮荒之地”，于
情于理都太不应该。

露营之趣，本在于纵情山水、享受
清净和安逸，如果一地垃圾、环境乌烟
瘴气，又何乐之有？享受野趣，文明是
关键。不损伤草地、不乱扔垃圾、不攀
折花木、不乱投喂野生动物，是每位游
客理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文明野餐新
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美好生态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守护，受益的将是我们每一
个人。

莫让“世外桃源”
变为“蛮荒之地”

◎帅政

【纵览】
【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霍晓庆

沿着呼伦贝尔市省道202线行驶，
进入红花尔基林业局管护范围后，车和
路一同淹没在茂密的樟子松林中。

“每次开车走在这条路上，我们都
不敢开太快，因为随时有狍子、鹿等野
生动物出没。”红花尔基林业局辉河林
场迹地造林管护站护林员布和楚古拉
说。当护林员近20年，见证了这片林
子从大火烧毁到绿树成荫，他更加珍
惜这里的一草一木。

那是2006年5月16日，一场雷击
火袭击红花尔基林业局辉河林场施业
区。顷刻间，黑烟笼罩，火苗窜出老
远。尽管所有林场都派出灭火队，但
在6—7级大风的助虐下，辉河林场、
红花尔基林场、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的1.83万公顷樟子松
森林资源未能幸免。

2008年起，红花尔基林业局举全
局之力连续4年在火烧区内进行人工
造林。“地荒着人的心也慌着。机关、
各林场都主动认领造林任务，每年4月
20日到5月20日左右，全体职工全部

出动植树。”布和楚古拉回忆道。短短
几年，50万亩人工樟子松林拔地而起。

二三百年树龄的樟子松，一场大火
就毁于一旦。大家更加意识到森林管
护的极端重要性。人工樟子松林建成
后，就设立辉河林场迹地造林管护站将
这片林子保护起来。“管护站一共4人，
春夏秋三季防火、春秋两季戒严，戒严
期长达5个月之久。戒严期4个人必须
都在岗，一天都不能离开，戒严期除外
可以轮休。我们基本常年都在山上，巡
护动物毁坏林地、乱砍滥伐，排查防火
点、病虫害。”布和楚古拉说。

樟子松是公认的耐寒、耐旱、耐贫
瘠先锋树种，而红花尔基的樟子松的
特殊性远不止于此。

站在红花尔基林业局局址高山瞭
望塔的观景台上，樟子松林万顷碧波
尽收眼底，草原和森林的分界线也一
目了然。这片樟子松林带连绵120公
里，位于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
原的过渡带上，是亚洲面积最大、我国
唯一集中连片的天然沙地樟子松林。
松林下，是全国第四大沙地——呼伦
贝尔沙地的一部分。

“呼伦贝尔沙地最深的地方能达

到900米，沙子平铺到整个亚洲，能铺
30公分厚，治理不及时会造成巨大的
区域生态灾难。樟子松不仅牢牢锁住
了沙子，更像一个天然屏障一样，防止
沙子侵袭草原。可以说没有这片沙地
樟子松，就没有呼伦贝尔大草原。”红
花尔基林业局副局长洪军原说。

据了解，红花尔基地区在历史上
是茂密的原始林区，因自然和人为原
因，到1956年森林调查，樟子松纯林
面积仅存 8866公顷，森林蓄积量 2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只有3%，处于
濒临灭绝的境地。

保护沙地樟子松刻不容缓。当地
先后建立伊敏经营局、红花尔基林业
局、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对施业区内樟子松林、湿
地和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陆生野生动
植物资源进行保护，并持续开展森林
防火、森林管护、森林资源监测、森林
抚育等保护措施。

尤其是天保工程实施以后，林业
局探索建立了“林业局—林场—管护
站—管护人员”四级森林管护体系，把
森林管护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把森
林管护责任落实到人，明确管护职

责。“目前全局范围内有54座管护站，
实现天上有直升机，山上有瞭望员，地
面有管护员，还有12个视频监控点，
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做到5分钟集结、
10分钟出发。”洪军原说。

在加强管护的同时，林业局积极
开展封山禁牧、植树造林和重点区域
绿化工作，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和
野生动植物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林业
有害生物监测力度，使樟子松有害生
物发生得到有效控制。

截至目前，林业局共完成造林绿
化任务112.27万亩，天然林资源保护
与修复成效显著。林业局有林地面积
24.14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2838.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41.66%。其
中，樟子松林12万公顷。

“红花尔基被誉为樟子松的故乡，
我们积极推广，已经为三北地区200
多个市、县提供种苗，为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发挥着积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
创新科技化管理方式，开展‘智慧林
业’建设，建立森林管护大数据管理云
平台，实现管护人员巡护工作实时、动
态监管，全面提升森林管护能力，守护
好这片沙地樟子松。”洪军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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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 20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成功办理
了包头市第一单商业性森林碳汇价值
保险业务，为固阳县国营林场1.2万亩
公益林提供602.85万元的碳汇价值风
险保障。

据了解，2021年以来，包头市全力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
验区建设，全市碳汇能力巩固提升、林
草碳汇计量监测、基于林草碳汇市域
碳中和、林草碳汇资产开发运营、林草
碳汇金融保险等重点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在探索发展林草碳汇金融保险
方面，包头市与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
依托碳汇权及其未来收益，积极开发
碳汇贷款和碳汇保险，2021年成功发
放了两笔碳汇权质押贷款共计 21000
万元，2022 年 1月成功办理全国首单

“草原碳汇遥感指数保险”业务。此次
森林碳汇价值保险落地包头，标志着
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
在发展林草碳汇金融保险方面又迈出
了新的一步。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森林碳汇价值保险是以
林木碳汇损失计量为补偿依据的保
险产品，根据森林储备量核定碳汇
量，按全国相关碳交易价格核定保险
金额。该保险主要是对因自然灾害
（火灾、旱灾、暴雨、暴雪、暴风、洪
水、泥石流、冰雹、霜冻）、森林有害
生物（病虫鼠害）、野生动物毁损直接
导致的保险林木碳汇量减少造成的
保险林木碳汇价值损失进行赔偿。
传统森林保险的保障对象是林木的
再植成本，而森林碳汇价值保险着眼
于将林木和林木碳汇价值两者结合，
保障的价值更大，也更有利于强化森
林资源培育保护和森林碳汇能力巩
固提升。

包头 1.2 万亩公益林
有了碳汇价值风险保障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脚下的敕勒川草原碧绿如茵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脚下的敕勒川草原碧绿如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国萍李国萍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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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护好我国唯一集中连片的沙地樟子松林，为三北地区200多个市、县提供种苗、改善生态

万顷松涛锁万顷松涛锁““黄龙黄龙””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盛夏的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格
外热闹——鸟儿枝头唱，牛儿卧草滩，
鱼儿水中游，美景映入眼。

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鄂尔
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和苏力德苏木
境内，规划面积3000.4公顷，其中湿地
有1295.5公顷，是我国少有的沙漠大峡
谷湿地。上游无定河河谷曲折蜿蜒，雄
壮幽深；巴图湾水库湖水清澈透亮，水
面恬静开阔；周边沙地草原景观环绕，
森林景观以块或带点缀其中，形成了由
湿地（水域）、沙地、草原、森林组成的独
特景观。

湿地公园自2016年建立以来，始终
坚持“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
持续发展”的湿地保护方针，公园水质
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近年
来，随着乌审旗生态建设和湿地保护力
度的不断加强，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来这里越冬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持续
增加。目前，年监测到各类鸟类40余种
4.5万余只，鸟类数量较公园成立之初增
长9倍。

内 蒙 古 草 原 虫 害
防 治 工 作 有 序 推 进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霍晓庆）
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截至6月21日
统计，全区草原虫害危害面积2570.92万
亩，严重危害1478.26万亩。其中草原蝗虫
危害1747万亩，主要发生在兴安盟、锡林
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包头市、阿拉善盟。

据了解，草原虫害发生前，各地已经
积极做好药品统采、机械维修、安全培训
等各项防前准备工作。在草原虫害发生
后，各地因地制宜采用飞机、大中小型喷
雾机械和无人机等，有序推进防治工作。
截至6月21日，全区累计投入劳力3944人
次、技术干部1133人次、农药162.34吨，动
用飞机725架次，完成草原虫害防治面积
511.91万亩，其中草原蝗虫防治344.51万
亩、叶甲类防治 146.9 万亩、春尺蠖防治
13.9万亩、其它害虫防治6.6万亩。

蒙草生态4项案例入选《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主要技术模式》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近日，由国家林草局委托北京林业大学编
制的《退化草原生态修复主要技术模式》
新书发布，蒙草生态研发实践的敕勒川受
损草原修复、乌珠穆沁风蚀沙化草原修
复、苏尼特草原退耕地植被重建、乌拉盖
河流域盐渍化草原修复的技术模式及实
践案例入编。

据了解，该书是我国退化草原生态修
复的第一本技术模式集成，为我国退化草
原的分区、分类和分级生态修复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可应用的技术模式及实用性
案例。在近30年的草原生态修复实践中，
蒙草生态建设了18个适合不同地理、生态
条件的种业研究院，培育耐寒、抗旱、适应
性强的乡土草种，结合机械工艺创新，实
施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大规模草原生态
恢复，为内蒙古高原草原区退化草原生态
修复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

赤峰市全力保障疫情期间
医 疗 废 物 安 全 处 置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帅政）记
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赤峰市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
调保障医疗废物处置，全力做好疫情环境
风险防控工作。

据了解，自赤峰市各旗县区分区域开
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后，全市医疗废物产生
量由日均13吨增到峰值59.29吨。为保障
医疗废物高效处置，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加
大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场所、医疗废物处置
单位和应急处置单位监督检查力度，确保
医疗废物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同时，还启
动了垃圾焚烧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及移
动式处置医疗废物微波应急处置车，增强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截至目前，赤峰市产
生的医疗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处置。

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 隼 放 归 贺 兰 山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霍晓庆）
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将4只救助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隼放归自然。

据贺兰山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救
助的4只红隼中有3只是被热心群众发现
后送到保护区，另1只是由保护区里的护
林员在巡护途中发现，发现时翅膀受轻微
伤。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护和康复治
疗，4只红隼已经达到放归自然的条件。

近年来，贺兰山管理局不断加大对野
生动植物的宣传保护力度，野生动植物数
量和种群明显增多。下一步将继续加强
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发现受伤、受困的野
生动物及时上报，发现乱捕、贩卖野生动
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检举，确保野生动
物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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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巴图湾水库静谧的巴图湾水库。。

戏水的孩子们戏水的孩子们。。

一半是绿一半是沙一半是绿一半是沙。。

俯瞰沙漠大峡谷俯瞰沙漠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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