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皓

鸟儿蹁跹，微风轻拂笔挺的枝干……金秋九月，置
身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区以北的这片占地面积近
1000公顷的原始白桦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沿着蜿蜒
的小路漫步，感受着初秋的呼伦贝尔带给身心的惬意。

“呼伦贝尔真是太美了！每个季节都有着不
一样的体验。”再次来到呼伦贝尔旅游的游客贺女
士赞叹道。

呼伦贝尔，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悠久的人文历
史在这里交相辉映，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唯一
的草原旅游重点开发地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
新先行区，让呼伦贝尔焕发着新的风采。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证，呼伦贝尔的美，都无
可挑剔。一个盛产美丽的地方，这是对呼伦贝尔
最为中肯的评价。

然而，呼伦贝尔的风景，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在这里长大，我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感恩我的草原父母。我一定会努力将‘国家的
孩子’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聆听年逾六旬，家
住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的花拉老人讲
述民族团结、人间至爱的故事。

从“三千孤儿入内蒙”时的一岁孩童，到现在
受人尊敬的妇联干部，花拉已经完全融入了草原。

在呼伦贝尔，像花拉一样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
相助、互助互爱，共同为大草原装点出缤纷的色彩。

从巩固民族团结大局的整体举措上看，今年

以来，呼伦贝尔启动实施的民族团结创建“双百示
范”品牌工程和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
建设等正稳步推进。

同样的，呼伦贝尔在内蒙古加快建设“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当中，也在贡献着呼伦贝尔力量。

1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林海，雄浑瑰
丽、气象万千。在奇乾管护中心站，作为森林管护
员的孙金河和刘兰香夫妇常年坚守在这里，日常
的森林管护、防火、防止私搭乱建……默默守护着
2518平方公里森林的安全；

呼伦贝尔作为中国仅有的一座中俄蒙三国交
界城市，拥有 8个国家级口岸，边境安全尤为重
要。在恩和哈达边境派出所，移民管理警察史小
刚和他的同事们克服各种困难、巡边护疆，将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的家国情怀深深烙刻于心；

人民至上理念的深入人心，优化办事效能的
暖心举措。在呼伦贝尔政务服务大厅的办事窗
口，前来办理事项的群众体会着“早间弹性办”和

“午间不间断”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带来的便捷；
……
每一个人的点滴努力，汇聚起呼伦贝尔高质

量发展的鹏举之力。聆听着“天边有一片辽阔的
大草原”，真实感受着呼伦贝尔的转型升级、绿色
底蕴、实干兴市，一道道风景，一次次奋斗，无不彰
显着新时代奋进的呼伦贝尔。

什么样的风景，才是呼伦贝尔？
初心映衬，呼伦贝尔印象，已然可知。

□本报记者 李卓

什么样的品质，才是呼伦贝尔？
这片壮美神奇的热土，蕴含着无数令人欣喜的

“宝藏”。
这里碧绿、蔚蓝、纯净。25.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

上，天堂草原、浩瀚林海、灵动河湖……共同构成呼伦贝尔
这片“绿色净土”，这块“北国碧玉”，这份无与伦比的美丽。

漫步在初秋的额尔古纳湿地景区，草木丰美、河
流蜿蜒，自然生态景观与美丽城市风光交相辉映。“我
们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印刻在脑海里、体
现在行动上，努力为守护湿地资源贡献力量。”额尔古
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隋丽娜对记者说。

“芒来嘎查成立新型股份制畜牧专业合作社，拆
除优化网围栏，整合草牧场资源，恢复了传统的四季
轮牧，促进草原生态持续改善。”在克鲁伦河畔，呼伦
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党支部书
记米吉格道尔吉表示。

这里粮仓实、肉库足、奶罐满。汲“牧草王国”之
精华，得“高高兴安岭”之馈赠，享黑土地之肥沃，得天
独厚的生态资源，滋养出天然高品质的绿色食材，融
汇成别具一格、香飘万里的“呼伦贝尔味道”，“呼伦贝
尔大草原”品牌不断擦亮、声名远扬。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办

公室主任吕歆懿表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一直以来
致力于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我们全体农垦人秉承‘艰苦奋
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以多打粮、打好粮、端牢中国饭碗
为己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农垦力量。”

这里美丽、富饶、和谐、安宁。以人民为中心，筑
牢民生“里子”，扮靓城市“面子”，不断提升城市的生
态品质、生活品质、人文品质，涵养出城市的“文明底
色”。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建华路是连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与鄂温克族
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的主要交通动脉，2022年，建华路的贯
通使得周边企业和居民物畅其流、人畅其行。“这条‘断头路’
的打通，解决了我们生活中一大困扰。现在出行方便了，小
区门口还建了口袋公园，让我们有了休闲活动的好去
处。”今年70多岁的市民张杰感慨。

推进中心城区一体化，打通“断头路”，老旧小区
“改头换面”，“拆围透绿”，建设“口袋公园”，着力解决
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突出问题…… 一个个民
生实事工程开工建设，一项项发展举措扎实推进，彰
显着这座城市温度与担当。

呼伦贝尔，48个民族、220多万各族人民共同生活
在这片热土上，绚烂多姿的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沉淀
丰盈、绽放光芒。从月光下的《敖包相会》，到白云朵
朵飘心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悠扬歌声中，呼伦
贝尔，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是人人向往的心灵故乡。

□本报记者 李卓

什么样的情怀，才是呼伦贝尔？
无数人用无数事，书写着实实在在的答案。
内蒙古境内绵延着4200多公里边境线，其中，呼伦贝尔市境内有

1700多公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代代传承戍边情，齐心协力守边关。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贝尔嘎查地处中蒙边界，

生活在这里的护边员图门，30多年守边护边、风雨无阻。他说：“每
一座蒙古包，就是一座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这条由8
块界碑连成的边境管段，从图门爷爷那一代开始守护，一家三代
人，近一个世纪，累计巡边10万余公里。

守好“北大门”，建好“护城河”。如今，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
拥有一支近600人的护边员队伍，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戍边
卫国，责任在肩。

生活在里的人们，拥有红色传承、薪火赓续的革命情怀，向往美好、
不懈奋斗的实干情怀。而这些，或可透过一个街道办事处浓缩展现。

“我是一个红色收藏爱好者，数十年间搜集了大量红色资料。”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健康街道办事处松山社区的红色驿站，今
年84岁的老党员李汝清，对自己珍藏的红色展品如数家珍：“利用
这些红色资源，我经常深入学校、社区、企业、部队、机关等开展红
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我是街道办的，有问题来健康街道找我就行。”这是健康街道
公务员最常说的一句话。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健康街道办

事处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健康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凌燕表示：“我们将持续提升公务员服务能力，书写属于
健康街道的‘为民情怀’新篇章。”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已走过7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大兴安岭
人，创造了万千栋梁出林海的奇迹，开启了植绿护绿的新纪元，用
绿色情怀，擦亮绿色底色。

初秋，趁着天还暖和，护林员王铁昌每天加班加点在山上植树
造林。2015年3月31日，当时身为伐木工人的王铁昌，伐倒了自
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棵树，这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最后一
棵被伐倒的树。2015年4月1日起，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王铁昌和他的工友们从“砍树人”变成“看树
人”，他说：“我们要努力把以前砍的树都种回来！”

呼伦贝尔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满洲里口岸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
岸。1-7月，满洲里海关监管进出境中欧班列2660列、215812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40.6%、41.7%。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依托口岸枢纽区
位优势，充分发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作用，通过一系列措施助力中
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呼伦贝尔市充分发挥满洲里口岸
等8个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作用，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活力彰
显，开放包容的情怀在这里浓缩沉淀。

红色传承、绿色发展、戍边卫国、开放包容、团结进步、守望相
助……生活在呼伦贝尔的各族人民，用担当和奉献，汇聚出的浓浓
家国情怀，已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液中，贯穿于心田间，不断涌动
新的能量，迸发新的活力。

什么样的风景，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有良好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组
成部分。大自然赐予的大草原、大湿地、大森林、大湖泊、大雪原，让呼伦贝尔享
有了“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的盛誉，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

这里有享誉世界的呼伦贝尔草原，8 万多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场一望无际、碧波
如洗，牛羊成群、万马奔腾，尽显呼伦贝尔人民的广阔胸襟和豪迈情怀。这里有绵延
不绝的大兴安岭，13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浩瀚广袤，3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水天一色，
既可畅游森林廊道，沉醉于天然“氧吧”，亦可随四季变幻，赏遍春红夏绿金秋银冬。
这里有绿水盈岸的河湖旖旎，素有“草原之肾”美誉的呼伦湖与贝尔湖烟波浩渺、波
光嶙峋，在草原深处相互辉映、润泽大地；“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曲折、九
曲回肠，仿若天上彩练奔腾穿行，哺育着草原人民。这里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

广阔雪原，北纬 50 度的地理坐标，冰魂雪魄、银装素裹，打造了全国知名的中国冷
极、冰雪之都，占据了泛北极圈冷资源产业发展的新高地。走进呼伦贝尔，春赏兴安
杜鹃、夏游辽阔草原、秋穿茫茫林海、冬观万里雪原，一景一物都让人怦然心动、流连
忘返。正是这样的呼伦贝尔，牢固树立了全域全季全业发展的鲜明导向，坚持政府
主导、市场主体、游客主角，推进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凝聚起了推动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心驰神往、纷至沓来。

什么样的品质，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始终坚持向高质量发展要品质，在自然物产上发挥绿色优势，在
人文建设上彰显多元交融，在推动发展上突出质量效益，高质量发展成色更
足、品质更高、效益更好。这里的物产资源富集、潜力巨大，矿产资源、冰雪资
源、水土资源得天独厚，2800 万亩耕地年产粮食超百亿斤，牲畜存栏 1000 多

万头只，大豆、玉米、油菜、马铃薯品质上乘，三河牛、三河马、呼伦贝尔羊誉满
海内，林下盛产的蓝莓、木耳、榛子等产品独具特色。这里的文化繁荣多样、现
代时尚，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示范市”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魅力城市”，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
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交融和谐，既能观赏那达慕盛会的传统赛事，品尝别具特
色的舌尖美味，聆听琴声悠扬、牧歌醉人的天籁之音，也能感受“空汽轮铁”一
体的现代交通网络，追求健康和谐的城市文明素养和洋溢蓬勃朝气的青春时
尚活力。这里的发展状态昂扬、动力澎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恩奋进、
争先创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担当作为、拼搏进取、干事创业，坚定
不移、知行合一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聚焦

“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推深做实文旅产业提标提效、
农牧业增量增质、新兴产业集约集聚、生态产业乘时乘势、传统产业创新创优
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什么样的情怀，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48 个民族、224 万人民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守祖国边疆、共创美好生活、共唱时代赞歌。这里的
人们拥有红色传承、薪火赓续的革命情怀，始终铭记苏炳文、冯治纲、高禹民等抗
日英雄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诗，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从革命历史中寻找丰富镜鉴，从红色文化中汲取深厚滋养，让红色精神
在呼伦贝尔大地世代传承。这里的人们拥有守卫家乡、戍边卫国的家国情怀，党
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推深做实思想筑边、组织固边、富民兴边、帮扶强边、共建
稳边“五边行动”，坚决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这里的人们拥有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情怀，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绿色发展指标全面全线领先，绿色发展步伐更加坚定有力。这里的人们拥有包容
并蓄、热情好客的开放情怀，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发挥满洲里口岸等 8
个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作用，擦亮中俄蒙合作先导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城市
名片，全力以赴建设国家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这里的人们拥有团结进步、守
望相助的民族情怀，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呵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
矢志不渝走好团结奋斗之路。这里的人们拥有向往美好、不懈奋斗的实干情怀，坚
持实字当头、以干为先，拉高标杆、跳起摘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
更加充足的干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努力把
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做出呼伦贝尔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市委书记）

◎高润喜

有一种风景，心驰神往！
有一种品质有一种品质，，内外生辉内外生辉！！

有一种情怀，担当奋进！

静逸的克鲁伦旅游营地静逸的克鲁伦旅游营地。。

壮 美 的 红 花 尔壮 美 的 红 花 尔
基水利枢纽基水利枢纽。。 美丽的额尔古纳湿地美丽的额尔古纳湿地。。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右旗
芒来嘎查的牧民在芒来嘎查的牧民在
制作奶食品制作奶食品。。

农机在呼伦贝尔农垦农机在呼伦贝尔农垦
谢尔塔拉农牧场作业谢尔塔拉农牧场作业。。

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

蜿蜒的额尔古纳河蜿蜒的额尔古纳河。。

新巴尔虎右旗芒来嘎查的牧民们在蒙古包书屋内看书学习新巴尔虎右旗芒来嘎查的牧民们在蒙古包书屋内看书学习。。

护边员图们夫妇观察边境情况护边员图们夫妇观察边境情况。。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延时延时++预约预约””，，服务服务““不打烊不打烊””。。

护边员图们父子和边防警察看护边境线护边员图们父子和边防警察看护边境线。。

8484岁老党员李汝清在社区岁老党员李汝清在社区““红色驿站红色驿站””为社区居民讲党史为社区居民讲党史。。

如画的草原风光如画的草原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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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多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场万多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场
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草原

13万平方公里的林海万平方公里的林海
大兴安岭大兴安岭

3万多平方公里湿地万多平方公里湿地

北纬北纬50度的地理坐标度的地理坐标
中国冷极中国冷极、、冰雪之都冰雪之都

2800万亩耕地万亩耕地
年产粮食超百亿斤年产粮食超百亿斤

1000多万头只多万头只
牲畜存栏牲畜存栏

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

224224 万人民万人民
48个民族个民族

8个国家级口岸个国家级口岸

戍边卫国戍边卫国

1700多公里边境线多公里边境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