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眼】

眼下正是内蒙古最美的季节，呼伦贝
尔大草原绿野无垠，“一湖两海”碧波荡
漾，巍巍贺兰山身披“绿衣”，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百姓对环境的满意度也逐渐上
升。

虽然全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巩
固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挑战压力仍在。这
时候，我们就必须进一步依靠科技的力
量，强化科技对生态环保的支撑，以科技
赋能绿色发展。

很多生态环保领域的问题，迫切需要
从科技创新中找寻方法和答案。解决好
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土地沙化等难题，亟
待加大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探索更
多有效的生态治理新技术、新模式、新方
法，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提升生态修复和保
护水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解
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问题，同样需要用
好科技利器，提升科学治污水平。

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要聚焦群众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加快生态环境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汇
聚起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让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来，为
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提供坚
实支撑。

让科技赋能生态保护
◎帅政

【纵览】【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晚饭过后，家住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桃李文苑小区的吴玉静来到南湖
公园散步健身，漫步在河边小道，观
赏原生态湿地水景，分外惬意。

呼和浩特市南湖公园为天然的
涵养水源地，占地约411.9公顷，是目
前首府唯一一座以城市湿地保护为
主题的生态园林综合性公园。这里
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地形地貌，连
树木、植被也都是“原汁原味”充满了
野趣，很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多年
来，公园从合理利用园区土地、优化
植物景观配置、充分运用废弃闲置材
料等多方面入手，将节约型园林理念
贯彻到公园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这处取名为‘缤纷螺旋’的景点
就是针对一个拐角处进行的景观提
升改造。为了节约土方，避免填挖，
我们充分利用该地形隆起的特点，顶
端放置景石并搭配骨架植物和观赏
草，依次向下的色块以扇形和鳞片形
进行拼接，底部种植喜水的草类，给
人以‘五颜六色螺旋攀升’的感觉。”
指着公园里一处处精心打造的景点，
呼和浩特市南湖公园管理处副主任
郝亮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来推广

节约型园林的结晶。”
在公园入口处，一排排由废旧轮

胎经过喷漆制作成的花边防撞围栏很
醒目。信步走来，利用废弃花箱和防
腐木等材料改造成的昆虫屋、鸟巢、垃
圾箱、围栏……个个精致美观。这些
材料的利用，不仅能减少绿化施工及
维护成本，还能创造出具有艺术文化
特色、富有意境的景观效果。

在郝亮看来，搞节约型园林并不
是要“按兵不动”，而是需要园林绿化
管理者、从业者更加深入细致的思
考，步子迈得大不如迈得稳，钱花得
多不如花得精。

这些年，南湖公园内陆续取缔和
封停了多处休闲娱乐项目，伴随而来
的是大量废旧、闲置材料。面对这些
堆积如山的“废物”，公园管理者经过
深入思考，2020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
技术骨干带头、6名工匠组成的材料
加工组。一时间，人们眼中的废物变
成了不同特色的设施，充分发挥着自
身价值。

过去，园林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主
要是填埋、焚烧，很少一部分用于粉
碎堆肥或制作生物炭，没有集中的利
用途径。而市内的垃圾处理厂又拒
绝接收园林废弃物，如果要清理，只
能到偏远的专门回收点，无论在时

间、人力、车辆及燃油方面，都是极大
的消耗。如果能将这些废弃物改造
成有机覆盖物的原材料，则可大大减
轻园林垃圾处理的压力。于是南湖
公园利用粉碎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些有机覆盖物原料通过控温、吸
水、滞水等形式来达到节水、保水的
作用。在生态功能方面，还能起到杂
草防除、土壤改良、抑尘降噪、病虫害
防控等多重作用。

幸福宜居城市建设离不开园林绿
化。如何以最少的用地、最少的用水、
最少的资金，建最美的城市？近年来，
首府园林绿化部门按照自然资源和社
会资源循环与合理利用的方式，大力
推进城市的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

“节约型园林建设并不等于不要
质量，粗制滥造，而是既要节约每一
寸土地、每一滴水、每一分钱，更要树
立节约高效的理念，精打细算，因地
制宜，将节约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
的全过程，促进城市整体绿化的可持
续发展。比如通过转变观念，不搞

‘大拆大建’‘大开大合’，采取小尺
度、渐进性的更新发展模式，深入推
进节约型园林发展。新建的 137处
口袋公园在建设时便应用了透水铺
装、雨水收集等措施，形成了一批节
水型的绿地景观；遵循‘以水定绿、顺

势而为’的发展思想，在养管范围内
实现喷灌、滴灌等节水设施；通过废
弃物的改造利用，把废旧木杆制作成
各类小品、用芦苇制作成草帘、把园
林废弃物进行粉碎后作为土壤的肥
料使用等。所有这些，为城市建设开
辟了一条新的思路，也使城市绿化摘
掉了‘奢侈品’的帽子。”呼和浩特市
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绿地科科长王晓
敏说。

虽然呼和浩特市在探索节约型
园林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
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转变。正如王晓
敏所言：一方面是城市规划建设应由
单一规划向多部门统筹协调、统一联
动转变。增加城市绿化用水管网铺
设，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施工导致资源
的浪费；另一方面应由粗犷型养管向
集约型养管转变，进一步提高中水管
网覆盖率，使中水完全替代自来水，
有效节约水资源。

节约型园林，顾名思义就是按照
资源的合理与循环利用原则，在各个
环节最大限度节约各种资源，提高资
源的利用率，减少能源消耗。在当前
形势下，推进节约型园林建设已经成
为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也必然会
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一个重
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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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7月中旬，刚刚下过一场雨，锡林郭勒
草原的清晨很凉爽。蒙古族马背巡河员王
龙和他的同事早早准备好出发去阿拉坦高
勒河巡查。

今年41岁的王龙是锡林郭勒盟西乌
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总河长。

全镇总面积4948平方公里，有9河1
湖。2022年以来，王龙巡河56次 413公
里，月均8次。

自河湖长制工作开展以来，王龙全力
以赴投入到全镇水环境保护、河湖治理和
巡河湖工作中——率先落实嘎查河湖长工
作，建立全覆盖的河湖长网络，成立8个志
愿服务队，开展河口河岸卫生清洁志愿服
务活动。

“马背巡河员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实
用。因为镇上这9条河都是穿牧民家草场
而流。因草场都有围栏，开车进不去，走着
又太远。我们2021年在‘民兵白马连’的
基础上组建了马背巡河队。”王龙说。

阿拉坦高勒河从嘎查穿过，以前人们总
是把生产生活垃圾都倒在河边儿。河湖长
制实施以来，王龙组织志愿服务队对垃圾进
行清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督治理，如今，
往河岸上扔垃圾的情况基本杜绝了。

来到阿拉坦高勒河边，王龙打开了巡
河APP。“有问题的话，我们直接上传图片，
四级河长都能看到河流的实时情况，然后
安排处理或督促整改。今天这里比较干
净，我感到很欣慰。”从小生活在河边，王龙
对河湖的感情比较深，他巡河的主要工作
是巡查河与路的交汇处是否有垃圾，工矿
企业是否有排污，以及防范非法采砂。

2019年一次巡河时，王龙发现哈拉盖
图嘎查河岸有人乱扔生活垃圾，他第一时
间组织清理垃圾，并现场说法。

2020年春天巡河时，他又发现道伦坝
嘎查有人将冬季生产垃圾倾倒河边，他协
调企业对河岸全线进行清理，并督促嘎查
制定村规民约。

2021年初，王龙被评为“自治区最美基
层河湖长”。他说：“河湖长的责任大，为
了水清岸绿景美，我们要像守护母亲一样
守护家乡的河流。”王龙说。

水清岸绿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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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首府园林绿化树立节约高效理念，不搞“大拆大建，大开大合”，采取小尺度、渐进性模式，力争以最少资源建最美城市——

““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呈野趣呈野趣 节约高效宜居城节约高效宜居城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7月下旬，静谧的赤峰市喀喇沁旗
马鞍山林场一片阴凉。林场片区内、河
南街道黄家窝铺村的一块林地里，高高
的落叶松下，飘落的柔软松针已化作

“护花使者”铺满林间，上面长出了大大
小小的玉黄菇。这是张文忠租种的15
亩林地，今年开始种植食用菌。自此，
他一身兼两职，不仅是护林员，还是种
植户。

这是该市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发展
林业经济的一个缩影。

马鞍山林场地处燕山山脉，始建于
1962年，是一片以管护为主的生态经营
型林场。为了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林
场划分成22个网格，实施精准管护。建
场60年来，全场森林面积逐年增加、森
林质量提升明显，年均新增造林面积
300余亩。如今，10万亩林场的植被覆
盖率达到98%以上。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变好，马鞍山林
场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
开始发展林下经济，缩短林业经济周
期，增加林业附加值，开辟农民增收渠
道，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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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人 工 繁 育 丹 顶 鹤 成 功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
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内蒙古科尔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通过与吉林向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图牧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科研合作，经过近两年的丹顶鹤人工
繁育的精心准备工作，近日，科尔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终于迎来第
一只丹顶鹤人工繁育幼雏破壳降生，这是科
尔沁保护区首次成功繁育丹顶鹤案例。

据了解，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经
是丹顶鹤的重要繁殖地，为丹顶鹤的生存繁
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一步，该保护
区将进一步增加丹顶鹤人工繁育数量，通过
野化驯化，放归自然，最终恢复保护区原有的
鹤舞翩跹、百鸟齐飞的优美湿地生态景观。

《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方法》
地方标准填补我区空白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萍）7
月 21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组织
召开了《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方法》地方标准
审查会，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
查。此项地方标准首次提出绿色电力评价
计算方法，填补了我区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标
准领域的空白。

经过专家委员会评审，认为《绿色电力
应用评价方法》地方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该标准的实施应
用为我国电力市场评价提供了创新机制，将
更好地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绿色制
造、绿色产品“走出去”服务。标准的实施将
为规范自治区绿色电力核算、评价和报告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对助推全区零碳产业的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临河区强化河湖长制
推 进 美 丽 河 湖 建 设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巴彦淖尔市水利局获悉，为强化河湖长
制，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临河区严格按照中
央、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对河湖长制的安排
部署，对所辖区域内11个乡镇182条河湖
渠沟的上下游、左右岸进行了梳理，确定了
三级责任河湖长名录，落实各级河湖长共
288名。2021年至今，区、镇两级河湖长累
计巡河湖1825次。

据悉，三级河湖长构成了区、乡镇、村责
任体系，形成了每条河流、每个湖泊有人管、
有人盯、有人干的网络体系。临河区还陆续
出台总河湖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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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农
作物等行为的通告》等一系列方案和通告。

赤峰市草原有害生物
普 查 工 作 全 面 展 开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霍晓庆）记
者从赤峰市林草局获悉，按照国家和自治区
林草局部署，赤峰市已经全面开启草原有害
生物普查工作。

此次普查范围涵盖赤峰市天然牧草地
3206.10万亩、人工牧草地72.30万亩和其
它草地716.47万亩，普查对象包括啮齿类
动物、昆虫、植物病害及病原微生物、毒害草
等。普查将运用草原有害生物普查信息管
理系统，以全国第三次草原资源清查数据及
各地草原有害生物历史数据为基础，通过开
展线路踏查和标准地调查，获取草原有害生
物的分布数据。

通过普查，将进一步摸清赤峰市草原有
害生物发生种类及分布情况，对系统评估草
原有害生物发生危害现状及未来趋势，科学
指导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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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下的玉黄菇菌棒。

查看长势。

玉黄菇。

适宜林下种植的落叶松林适宜林下种植的落叶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