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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大名徐俊田，是国铁集团上海铁路局集团公
司徐州车务段连云站的车站值班员。他长得敦实，圆润
脸庞常带着憨厚笑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可是，只要一进信号楼，老徐的状态马上不一样了，
表情顿时严肃起来。信号楼是一座火车站的“大脑”，值班
员是这个“大脑”的总指挥，指挥所有车辆进出。

端坐在一块巨大显示屏前，老徐全神贯注紧盯着。
只见，指示灯不停闪烁，显示着轨道运营、列车运行等
情况。桌上两部电话交替响起，列车司机们不停地向老
徐请示和确认行驶信息。老徐一边目不转睛监控列车运
行，一边快速判断回复电话，下发各种指令。

每当这时，他的语速就快了起来。高峰时期一个班
值下来，老徐要指挥1200多辆列车进出站，对每辆车的
司机至少要说8句话。下班之后，他常常累得一句话也不
想说。“信号楼工作节奏快，每一刻都跟战场一样。我不

敢多喝水，没时间去厕所。”老徐笑着说，这样的节奏，
坚持了20多年。

1987年，老徐脱下戎装，换上铁路服。他到铁路工
作的第一个岗位是信号员。为了掌握技能，他白天跟师
傅现场学，晚上“反刍”，把心得整理成日记，不懂的第
二天请教。就这样，他在同期入职的几十人中，第一个
取得铁路中专学历。入路34年，他整理了厚厚的学习笔
记，记录的车辆信息又近7000页。

连云站值班室里，有个铁皮柜，存放着老徐这么多
年积攒下来的列车安全信息本。这些本子摞起来比他还

高了一头，随便打开一本，都能看到详细、工整的记
录。它们都是老徐的“宝贝”。

老徐在铁路一干就是30多年，见证了铁路信号自动
化控制的发展过程。从人工控制到半自动，再到全自
动，老徐一直保持着零责任事故的纪录。老徐总结了

“三多”安全工作法——
“班前抓安全预想多说一句”“班中安全联控多问

一句”“班后安全总结多讲一条”。这个工作法已在全
站推广。

去年8月，他下班途中晕倒，重重摔在路边，缝了12

针。休息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回到车站。领导让他好
好休息，想安排他到二线岗位。毕竟身体事大，加上再
过几个月，老徐就该退休了。妻子也劝他别硬撑。

谁知，老徐劲儿上来了：“都是皮外伤，我能行！站
里人手紧张，不能让车站为难，我能坚持。”回到岗位
后，他特地穿上一条肥大裤子，把打上石膏的伤腿藏在
裤腿里。

老 徐 是 一 名 退
伍老兵，至今体内
还有一块弹片没取
出 ， 每 次 过 安 检 ，
都会触发警报。同
事们开玩笑说，老
徐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钢铁战士”。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
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
田湖草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
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同时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修复和
改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
……
习近平指出，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完善自然保
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要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
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要科学
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要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

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
轮作制度。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
化外来物种管控，举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摘自《习近平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 保持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1 年 5 月 2日《人民日
报》刊发）

“移”出一片百万亩自然草原

每到夏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
鲁特旗的阿日昆都楞草原，就迎来了最美的
季节。茫茫草原、一望无际，绿草如毯、野
花遍地，偶尔还会有野生小动物出现。

将时间拨回10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观念比较差，

大家都想着，养的牛羊越多，挣的钱就越
多，没考虑过草场能不能承载得起这么多的
牛羊。草原植被减少了，河都断流了。”阿
日昆都楞镇居民崔永红的一番话道出了过往
的苦涩。

针对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原快速退化、
土壤蓄水力降低、多条河流断流、放牧收入
逐年下降的严峻形势，扎鲁特旗着眼于长
远，下定决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大力实施生态移民搬
迁战略。

从 2013 年起，阿日昆都楞镇启动“生
态移民搬迁”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4.3 亿
元，先后搬迁转移哈拉嘎图、明格日图等11
个自然村的789户2116人。对于搬迁区域的
草原，实行全年禁牧禁垦，建成了 80 万亩
无人无畜区域和360万亩集中连片的生态功
能区。

生态移民，“移”出了一片百万亩自然
草原。

经过多年来的封禁保护和自然修复，阿
日昆都楞草原已实现“美丽蝶变”：干涸的河
流重新流淌，牧草长势一年比一年好，野生动
物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涵养水源功能得到
极大提升，草原生态明显好转，马鹿、狐狸等
10多种兽类及蓑羽鹤、草原雕等近20种鸟类
重现草原。如今，这里成为扎鲁特旗第二大
水源涵养区和最大的优质牧草储备区。

离开原来的院落和牧铺后，牧民乌云敖
日格乐一家搬进了城里，他说：“现在，我
有了工作，在城里有楼房，家里条件比以前
好了不知多少倍。我们看到花花草草、蓝天
白云，心里特别舒服！”

“人在画中走呀！”阿日昆都楞镇党委书
记呼格吉乐满是自豪，“原先，这些山包都
光溜溜的。现在，看不到裸露的地块，满眼
绿色。消失的中草药都长起来了，销声匿迹
的野生动物都回来了……”

在海拔4000多米的荒滩上种草

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上，可以成功种
草吗？

去年5月，中华环保基金会携手伽蓝集
团联合成立的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
金，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锡钦乡岗
西村开展“种草·喜马拉雅”项目，与中科
院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岗西村
农牧民一起，播种下1500亩绿麦草。

深秋是高原收获的季节。到了 10 月，
1500亩半人高的绿麦草在风中摇曳，远处，
白云萦绕在山间，成群的牛羊在山坡上悠闲
地吃草。种草成功了！

绿麦草是由中国科学院研发的高原耐寒

植物，不仅根系发达、生长快，还耐旱耐贫
瘠，具有较强的抗寒性，每亩产草量可以达
到2000斤左右。

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种草项
目指导人李勇生介绍，绿麦草不仅能为当地
农牧民提供牧草资源，而且草根会在翻犁之
后成为肥料，改良土壤。更为关键的是，绿
麦草春天播种，10月中旬就能收割，收获时
麦株可高达1.2米。在生长期间，绿麦草还
可以防沙固沙，达到“种草养地、涵养水
土”作用。

岗西村曾经是一片荒滩，遍地是砾石、
粗沙。通过人工种草，荒滩变了模样。村民
拉巴次仁说：“现在比过去幸福多了，以前
这里都是沙子，草地很少，牲畜饲料都不
够。种了绿麦草后，不但牛羊吃得饱，环境
也好多了。”

通过“云直播”，“种草·喜马拉雅”项
目团队向更多关注高原生态保护的人士分享
种植绿麦草的经验和成果。事实上，过去5
年，这一项目在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堆纳乡、
林芝鲁朗小镇、日喀则南木林县艾玛乡等
地，共种植了近5500亩绿麦草和龙胆草。

一片片荒滩变绿地，是西藏草原修复和
草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全区拥有12亿亩天然草原，占全国草
原 总 面 积 的 1/3， 占 西 藏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66.5％，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林草局

草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它是中国和南
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生态源”，对
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气候系统起到稳定和调
节的重要作用。

“十三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大力实施
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共建设休牧围栏
3906 万亩，人工种草 51 万亩，治理黑土滩
32万亩，治理毒草31万亩。随着生态意识
的提升，越来越多农牧民投入到草原保护之
中，更多青青草原将在青藏高原出现。

昔日黑土滩变成今天优质牧草地

从巴颜喀拉山发源的黄河，在群山中蜿
蜒曲折，流经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
境内后，在开阔平缓的河道中散漫开去，留
下一片广袤草原。

一位头戴毡帽，面容黝黑的藏族汉子，
一边细数草原上鼠洞数量，一边盘算需要补
种草籽的面积，时而弯腰拔出一绺牧草，看
看根系发育长度，放在鼻尖轻嗅。他就是青
海省果洛州达日县草原站原站长罗日盖。

这位常年奔波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黄河
之源、与草原打交道 40 余年的草原专家清
楚，早些年，行走在草原上，时常会见到一
片片牧草稀疏甚至寸草不生的黑色土地，这
种地被称为“黑土滩”。

“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就表明这里的草
场已身患疾病，正在严重退化。如果不及时
治疗，黑土滩将会像传染病一样继续蔓延，
危及周边草场。”罗日盖说。

然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草原生态
系统极其脆弱，黑土滩的治理并不轻松。

在草原保护修复过程中，达日县拿出空
前力度，累计投入资金6.4亿元。在退化草
原人工种草修复中，达日县优选乡土草种进
行多品种组合搭配，采取混播种草复绿综合
技术措施，提高种植植被的稳定性；在黑土
坡治理中，达日县综合应用混播种草、配方
施肥、多种农艺措施组合等技术；在退化草
地治理中，达日县开展飞播种草治理新技
术，减少对原生态系统的人为扰动。此外，
达日县积极探索推广草种组合搭配、配方施
肥、有害生物防控等技术，为草原生态保护
修复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克服自然环境严酷、资金紧张、人才缺
乏、技术薄弱等困难，这些年来，达日县全
力推进草原生态全面保护、综合治理、系统
修复，治理黑土滩122.5万亩、黑土坡7.5万
亩，草原植被盖度从46.7％提高到58％，鲜
草亩产从115公斤提高到213公斤。许多严
重退化的草原重新披上了绿装，寸草不生的
鼠荒地、黑土滩等治理成为优质的牧草地。

近年来，果洛州还在全国率先开展草长
制试点。果洛州建立了州、县、乡、村、合

作社五级草长制责任体系，落实州级草长6
名、县级草长36名、乡级草长220名、村级
草长740名、牧业合作社草长1170人，强化
6023名草原管护员职责，扎实推进草原资源
保护修复。

不仅仅是果洛州，在整个青海省以及三
江源地区，草原生态系统功能都在稳步增
强。“十三五”期间，青海共建成草原封育
围栏 3293.30 万亩，补播改良 918.17 万亩，
治理黑土滩型退化草地797.81万亩，治理沙
化型退化草地 83.07 万亩，建设人工草地
135.32万亩。

草原增绿与牧民增收实现“双赢”

草原资源既是生态屏障，又是农牧民重
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
用，可以持续地发挥草原的生态和生产双重
功能。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由于连续干旱、
人口增加、过度利用、气候原因以及草原鼠
虫害频发等因素，出现了天然放牧场退化沙
化严重的情况，还有零散分布的风蚀坑。

国家林草局在这里启动实施退化草原人
工种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与项目区牧户签
订三年的禁牧、生态补偿、管护协议，治理
严重沙化草地 1 万亩，修复退化打草场 6.5
万亩，抚育野生优良乡土草种0.1万亩。近
年来，这片草原的植被盖度、植被高度和植
被密度，随着治理年限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风蚀得以控制，周边环境明显好转。

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了全程禁牧和补
播施肥措施，草地生产力明显提高。项目建
成后，7.6万亩生态修复区年累计可实现增
收141万元以上；野生优良草种抚育可采集
种子，年累计可实现增收 84 万元以上。草
地的家畜承载力提高了，牧户和国有农牧场
的收入也增加 20%-30%。草原增绿与牧民
增收的“双赢”目标成为现实。

阿日昆都楞镇实施生态移民搬迁以后，
牧民变为市民，收入与过去养畜经营收入基
本持平。当地设置管护站 12 个，配备管护
员130名，配备综合执法车12台。崔永红就
是管护员中的一员。

“腾出的草牧场实行全年禁牧，草原生
态逐年恢复。现在生态环境好了，我们的收
入也稳定了，真正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崔永红感慨。

为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的积极性，2011
年以来，我国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 13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组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民开展草原禁牧、实施
草畜平衡措施给予一定的奖励补助。这是现
有草原领域投资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受
益农牧民最多的政策项目。截至去年底，国
家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500 亿元，1200 多万
户农牧民受益。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草原生态保护成果，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
指导意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实施第三
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投入资金有
增无减，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过前两轮政策实施，农牧民保护草原
意识明显增强，草原牧区生态生产生活在保
护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第三
轮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草
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实现草原牧区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2021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印发，对新时代
草原保护修复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其出台成
为草原定位由生产为主向生态优先转变的重
要历史性标志。《意见》提出，到2025年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7%左右、到2035年达
到60%，这成为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的重大阶
段性目标。

未来，按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和林业草原国家公园“三位一体”融合发
展的要求，草原退化趋势将得到根本遏制，
草原上将出现更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象。

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

本栏目主持人：叶 子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故事⑥

“钢铁战士”老徐
黄启源 李佃好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让草原休养生息
本报记者 叶 子

让草原休养生息
本报记者 叶 子

“草色青青柳色黄”，春天里的中国，一
片片新绿绽放。如果说森林是“地球之肺”，
草原便是“地球皮肤”。

中国是一个草原资源大国。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成果显示，全国草地面积26453.01
万公顷。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系统和自然

资源，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边疆稳定、民
族团结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农牧民
增收等方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实施生态保
护修复重大工程，加强草原休养生息，科学
推进国土绿化，草原生态持续恢复。全国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
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完成造
林种草666.67万公顷，其中，种草改良草原
306.67万公顷。外媒评价，中国在森林和草
原保护中取得长足进步，草原退化趋势初步
遏制，一些地区的草原牧场生态显著改善。

◀◀夏季夏季，，藏北草原气候温暖藏北草原气候温暖，，西西
藏班戈县青龙乡牧民在草原上赛马藏班戈县青龙乡牧民在草原上赛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觉觉 果果摄摄

底图为盛夏的内蒙古呼伦贝底图为盛夏的内蒙古呼伦贝
尔大草原尔大草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普氏原羚在青海省海北藏普氏原羚在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附近的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附近的
草原觅食草原觅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张宏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