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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丁铭 张洪河

于嘉 哈丽娜

它曾赤地千里、流沙滚滚。放眼望

去，几棵树、几簇草，孤零零地僵立在茫茫

沙地。

它曾大漠风尘、黄沙漫天。20 年以

前，由此刮起的沙尘暴频繁肆虐华北、殃

及京津。

它就是蒙古语意为“黄色野马”的浑

善达克沙地，距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

被称为京津地区最近的“大沙盆”。

为扭转生态恶化局面，20年来，国家

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建设重点工程。地

方因地制宜，采取围封禁牧、草畜平衡、轮

牧、休牧等保护措施，逐步“驯服”这匹狂

躁的“野马”，沙地草原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41%，实现由“沙中找绿”到“绿进沙退”的

重大逆转，把我国北方这道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实施围封禁牧
自然恢复唱主角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深

处，青翠的草原上点缀着稀疏的黄柳等树

木，在湖泊映衬下，宛如一幅油画。

“以前多半院墙、棚圈都能被沙子埋

掉，草地退化严重，牛羊也养不活。”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那日图苏木

高格斯台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说，“现在

牧草长好了，水泡子变多了，沙尘暴也刮

得少了。”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五大沙地之一，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9个旗县市

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总面积5766万亩。

2000年之前，受长期以来气候变化和

人为因素影响，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急剧恶

化，源于这里的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威胁华

北。特别是 2000年春，沙尘暴 10多次袭

扰京津等地。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局面，2000
年，国家在浑善达克沙地率先启动京津风

沙源治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等一

系列生态保护建设重点工程。浑善达克

沙地成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肇始地。

内蒙古在实施这些重点工程基础上，

以尊重自然、顺应规律为“法宝”，用科学

方法保护与修复生态。

“我们通过围封禁牧把牧民和牲畜转

移出来，最终实现生态自然修复。”锡林郭

勒盟副盟长侯志民说。

禁牧是一种对草地实行一年以上禁

止放牧利用的措施。为防止家畜进入，禁

牧的草原一般要求有围栏设施。

实施围封禁牧20年来，昔日风沙肆虐

的浑善达克沙地，一片又一片换上绿装。

记者乘车沿沙地西缘的苏尼特左旗一路

东行，途经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正蓝

旗、多伦县、克什克腾旗等多个旗县市，发

现绝大部分沙地都被围封起来，网围栏内

林草长势喜人。

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正蓝旗，

实施围封禁牧等生态治理措施以来，绿

草丛生，野花绽放，流沙逐年减少。20年

来，正蓝旗实施围封禁牧等沙地综合治

理近 500万亩，占全旗沙化草场面积的近

四成。

生活在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图

门嘎查的牧民扎木苏说，过去草场沙化得

厉害，牲畜一点吃的也没有，每年都要买

大量饲草料来喂养。2010 年，他将自家

300多只羊全部处理，把 4000多亩草场围

封起来。

10年过去了，扎木苏家的草场上植物

茂密，沙化被遏制住了。“草原也需要休

息，在退化严重的地方，恢复生态真是‘一

封就灵’。”他说。

草畜平衡入户
休牧轮牧有度

眼下，浑善达克沙地很多地方碧草茫

茫，但几乎看不到牛羊好似珍珠撒的景

象。“生态恢复太难了，牧民养牛羊，并不

是越多越好。”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

彦淖尔嘎查牧民朱宝忠说。

记者在浑善达克沙地采访时，当地干

部群众提到的另一个生态治理经验是落

实草畜平衡政策，创建休牧、轮牧制度。

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局副局长刘德宝

说，草畜平衡是通过对牧民草场面积核

算，算出能够承载的牲畜头数，以草定畜，

合理养畜，实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

朱宝忠家有2000亩草场，都在浑善达

克沙地内。2010年，这些草场被纳入草畜

平衡政策实施范围。经核算，当时他家35
亩草场养一只羊，2000亩草场能养 57只

羊。为尽量不影响牧民收入，国家对每亩

草场补贴3.45元。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只羊价格按

700元算，57只羊的毛收入近4万元，加上

草畜平衡补贴近 7000 元，每年收入近

47000元。“按政策养羊，国家给补贴，把草

场恢复好了，能降低饲草料成本，还能改

善生活环境，我们牧民都很支持。”

目前，浑善达克沙地实施草畜平衡的

草场面积达3508万亩。在此基础上，当地

还进一步创建休牧、轮牧制度。

锡林郭勒盟林草局草原建设修复科

负责人宝音说，休牧是一种在一年内一定

期间对草地实行禁止放牧利用的措施，轮

牧是按季节草场和放牧小区，依次轮回或

循环放牧的一种放牧方式。

每年 4月至 5月，浑善达克沙地内的

草畜平衡区全部实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

牧。为确保春季休牧取得实效，当地政府

对实施休牧的农牧户按休牧草场面积给

予每亩0.75元补贴。

据测算，锡林郭勒盟今春牧草返青期

休牧的草原植被平均盖度和平均高度，比

去年分别增加0.5个百分点和1.4厘米。

玛希巴图是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赛

罕图门嘎查牧民，他家有2万亩草场，养殖

70多头牛、300多只羊。去年入冬前，他买

了 140吨草料，接羔前一个月就对牛羊进

行集中圈养，实施春季休牧。

在此基础上，玛希巴图还进行轮牧。

他把草场分为 4块，夏季在 2块草场上放

牧，秋冬季再换到另外 2块草场轮牧。“这

样牛羊能吃饱，草场也能休养生息。”他

说。

“三生”兼顾治理
治沙治穷致富

樟子松、杏树、杨树交织而成的密林

中，曾经的“沙窝窝”不见踪影，拔地而起

的树木拼成巨大的“调色盘”，把浑善达克

沙地南缘的多伦县装扮得格外美丽。

多伦县农民贾建峰从 2000年开始承

包 5000亩荒山种樟子松，现已栽种 100万

株。

“过去，我在自家山上养羊，2000年之

前生态破坏严重，天天刮沙尘暴。”他说，

“不能再‘吃老本’了，后来把羊卖掉，开始

种树。现在成了生态造林专业户，每年卖

树苗收入几百万元。”

浑善达克沙地分布在 11个旗县市境

内，生活着20多万人。他们大多从事畜牧

业生产，饲养近240万头（只）牲畜，是一个

生产、生活、生态交错地带。

在沙地生态治理过程中，最难办的就

是如何解决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矛盾。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通过生态建

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着力推进生

态与产业、治沙与治穷深度融合，加快调

整优化沙区产业结构，积极转变生产经营

方式，取得生产、生活与生态屏障建设多

赢的效果。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来镇的牧

民阿布日米德，家住浑善达克沙地腹地。

由于早年过度放牧，他家的 960亩草场沙

化严重。看着草场被沙子一点点吞噬，

1996年，阿布日米德把 400多只羊全部卖

掉，换了十几头牛，推行舍饲圈养和育肥，

边养牛边种草治沙。

如今，他家有 36 头改良的西门塔尔

牛，每年销售牛犊收入近 30万元，上千亩

草场生态也得到恢复。

据了解，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治沙

与治穷深度融合，使浑善达克沙地 2.5万

名贫困农牧民走上脱贫致富路。

经过20年治理，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环

境发生明显改善，林草产业、肉牛产业和

旅游业等得到长足发展，农牧民生产生活

有了保障，生态屏障建设取得成效。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浑

善达克沙地森林覆盖率从 2004 年的

13.05%提高到23.35%。2018年，浑善达克

沙地草原平均植被覆盖度为 41%，比 2001
年提高8个百分点。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时庄，河南淮阳的一个普通小村庄。

2019年，在一个总投资过亿元的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即将落户的关键时刻，考古工

作者在村里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的龙山文

化遗址——“时庄遗址”。“遗址就是未来我

们村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村的‘金色

名片’。”时庄村党支部书记时兴荣说。

13日，我国又一次迎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于桂林主办的“文物赋彩全面小康”

主题论坛上，时兴荣讲述了自己和乡亲们

对文物工作从“抓紧完成考古，好让项目推

进”到“遗址是时庄人的根和魂”的巨大转

变。在未来，时庄计划发展以文化遗产和

乡村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文物

工作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围绕“文物赋彩全面小康”主题，来自

各地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从文物

增强文化自信、文物点亮人文城市、文物

提振乡村振兴、文物助力脱贫攻坚等不同

角度，用数据、案例阐释文物作用，探讨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长期关注文物文化工作的中共杭

州市委党校教授沈小勇看来，时庄的变

化，“充分说明了保护历史文化就是保护

生产力”。他说：“在乡村如此，在城市亦

如此。以杭州为例，历史文化，是杭州经

济的最大‘卖点’。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就是保护杭州经济的‘卖点’。”

“文物工作与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相

得益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在城

市，文物是备受青睐的发展名片，为保存城

市文脉、展现城市风采提供支撑；在乡村，

文物是环境改善的优质资源，为葆有地域

风情、留住美丽乡愁增光添彩；在老区，文

物是脱贫致富的重要引擎，为提振经济、促

进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在校园，文物是

孩子们十分喜爱的知识课堂，为文化代际

相传、文明生生不息赋予勃勃生机……”

从 2019年超过 10亿人次“打卡”博物

馆，到疫情防控期间“云展览”大放异彩；从

开展“乡村遗产酒店”示范项目和“拯救老

屋行动”，激活休闲康养、特色农业、体验旅

游等产业，到启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创工作

试点，助力“文创热”成为新消费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

市，线上还是线下，文物之美不仅浸润人

心，更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阔的新路径。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

国有可移动文物——这是漫长岁月里祖

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和宝贵资源，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

放眼未来，文物赋彩小康社会，正是

大有可为之时。

“文物领域活化利用的广阔蓝海已然

开启。”关强说，文物行业将致力于实现文

物资源全要素保护、全流程管理，健全国

家文物资源登录制度，划定文物保护利用

红线底线，更好守护文脉薪火；在研究提

炼上下功夫，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加

强考古成果研究转化，用文物讲好中国故

事；对文物资源进行数字化存档，为珍贵

脆弱的文物本体生成永世流传的数字资

源，转化为数字时代生产要素；打造一批

文物保护研究和传承利用高地，充实基层

文物保护管理力量。

（新华社南宁6月13日电）

新华社杭州6月14日电（记者 俞

菀）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每一袋热血都

是一份希望。14日上午，2020年“世界

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浙江杭州举

行。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宣布全国电

子无偿献血证正式启用，献血证“安家”

互联网。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 6月 14日开始，全国各地无偿献血者

都可以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中国

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支付宝、微

信、百度小程序一键查看本人的电子无

偿献血证和全国无偿献血量。全国电子

无偿献血证的正式“上线”，实现了全国

452家血站的信息互联互通。

此外，献血者还可以通过阿里巴巴

“3小时公益”平台，将献血的爱心行为

转换为公益时数，除了可以积累芝麻信

用外，还可领取免费保险等权益。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云技术等新手段，为献血者提供

更加精细、周到、便捷的服务，在全社

会营造无偿献血良好氛围。”上述负责

人表示。

据悉，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无偿献

血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全国无偿献血

人次数和采血量实现22年连续增长，千

人口献血率从 1998 年的 4.8‰提升到

2019年的11.2‰，无偿献血人次数、采集

量和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均位居全球前

列。

沙地草原平均植被覆盖度达41%

京津“大沙盆”实现大逆转

上图为20世纪末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中生活的群众

（资料照片）；下图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那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周边浑善达克

沙地的治理情况。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文物之美，如何赋彩小康社会？

献血证“安家”互联网

全国电子无偿
献血证正式启用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 阳

娜）在14日上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

小俊介绍，北京在 6月 11日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后，医疗保障组采取进一步

措施加强发热门诊和院感防控管理。

高小俊表示，在严格发热门诊管理

方面，要求全市各医疗机构特别是设发

热门诊的 79家医疗机构（含军队 6家），

对就诊的发热人员全部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和抗体检测，以及CT和血常规检

测，进一步加强相关流行病学史问询，

特别是近 14日内有无去过新发地等农

贸市场等场所。

根据要求，各医疗机构的发热门

诊，不得拒诊；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批准，不得停诊，随时对就诊人员数量

进行监测，发现就诊人员异常增加时要

迅速向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充分发挥好发热门

诊探头和前哨作用。

与此同时，将强化落实北京院感防

控 16条措施。特别要求各医疗机构进

一步加强医务人员全员培训，严格落实

国家和北京市医务人员防护指南，加强

预检分诊点、发热门诊、留观区域等重

点场所人员防护，最大限度降低医务人

员感染风险。

高小俊表示，要求接诊过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的医院迅速开展排查与消毒，

全面排查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医务人

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并做好接诊病区的

消毒。比如，对宣武医院、博爱医院等

接触过确诊病例的医务人员和其他工

作人员 79人，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6月 13日又派出 8名市级

院感专家对相关医院的院感防控工作

进一步进行了现场指导检查。

高小俊说，下一步，将持续与各区

卫生健康委加强对各医疗机构的督导

检查，全力做好新冠肺炎患者的排查工

作，同时提高院感防控水平，确保全市

医患安全。此外，部分医院正在按《加

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要求开

展发热门诊的改造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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