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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老草湖乡环境很好，
有胡杨、红柳，还有很多小湖泊。”今年 61 岁
的麦麦提·依卜拉音说。
以牧业为主的老草湖乡村民每家每户
都养羊。依靠塔里木河，他们在周边开荒种
起了小麦、棉花等农作物。农业用水的增
加，加上牲畜和人为对塔里木河流域胡杨
和植被的破坏，渐渐地，位于塔里木河中游
地区的轮台县成为塔里木河水量散失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
“到了 2000 年左右，周边的湖泊基本干
了。”麦麦提·依卜拉音说，缺水导致土地沙
化越来越严重，胡杨林面积萎缩，生态环境
越来越差。
2002 年 11 月，
麦麦提·依卜拉音和其他
第一批 100 户农民搬到了新草湖乡。
“ 搬过
去有电、
有路、
有土地，
最重要的是有水。
”

通讯员

老草湖乡搬迁

耿丹丹

梅

一排排整齐的安居房，一条条宽阔的
马路，一块块整齐的田地，学校、医院、文化
广场一应俱全，村民们忙着在房前屋后整
治庭院。这是地处塔里木河中游的新疆轮
台县草湖乡实施生态搬迁后的新面貌，如
今，这里被称为新草湖乡。
塔里木河全长 1321 公里，是中国最长
的内陆河。长期以来，塔里木河中游地区分
布着长 100 公里、总面积 147 万亩的天然胡
杨林和灌木林带，是维护绿洲生态和生产
安全的屏障。
由于上中游用水增加，塔里木河下游
360 多公里河道曾彻底断流，造成下游两岸
的胡杨林大片死亡，位于下游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一度呈合拢趋势，
绿色走廊环境恶化。
2002 年，轮台县启动实施塔里木河治
理移民搬迁工程，把位于塔里木河沿岸的
原始胡杨林区的老草湖乡整乡搬离，原草
湖乡的 4 个村 2500 余人进行易地安置。如
今，塔里木河中游两岸生态逐渐恢复，生态
搬迁点——距离县城仅 10 余公里的新草湖
乡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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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新老草湖乡 生态大变样

新疆轮台县新草湖乡全貌。

新草湖乡致富
“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新草湖乡阿克提坎村村民买合木提·麻木
提是村里的扶贫专干，他告诉记者，靠着养
殖和土地流转，他家顺利脱贫。如今，他已
经开始帮助村里其他人增收。
新 草 湖 乡 党 委 副 书 记 、乡 长 艾 木 都
力·肉孜介绍说，刚搬到新草湖乡时，由于
村民以放牧为主，缺乏技术，建档立卡贫困
户有 662 人。
为了让搬迁后的村民尽快增收致富，
乡里大力发展特色养殖。草湖小山羊是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独一无二的牲畜品种，
而新草湖乡则是小山羊养殖的重点地区。
艾木都力·肉孜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小
山羊价格，近年来，乡里通过加强养殖管
理、技术培训，全乡生产母羊达 2.5 万只，每
年出栏量约 1.5 万只，养殖大户增加到 193
户。
“如今，一只小山羊的价格达千元，去年
1 公斤羊肉就卖到了 100 元。
”
增收的另一条路子来自土地流转。草
湖乡地广人稀，土地含碱量极大、降雨稀
少，种植棉花、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增

吐逊·吾斯曼摄（中经视觉）
收空间小。近年来，乡里鼓励村民进行土地
亩，
退出的耕地全部种植生态林。
流转，土地流转价格最高达每亩 400 元，全
老草湖乡胡杨林管护站副站长奥斯
乡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5700 多亩。
曼·阿卜拉告诉记者，管护站里的 9 个人守
轮台县供销社驻草湖乡阿克库木村
“访
护着 39 万亩公益林。
“ 生态渐渐变好，以前
惠聚”
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陈道金说，
土地
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慢慢回来了，植被也越
流转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
富余劳动力还通
来越茂盛。看到这里一天天变好，我感到非
过打零工、稳定就业等方式增加了收入。
“我
常欣慰。
”
奥斯曼·阿卜拉说。
们还通过发放鸡苗、菜苗，
种植西瓜等方式，
老草湖乡英苏水库管理站站长马贵仁
让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致富园。
”
告诉记者，如今，这里的水多了，树也绿了。
2017 年，新草湖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 “尤其是汛期，需要每天去闸口检查水位，
脱贫，2019 年，全乡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做好防洪措施。”马贵仁说，现在虽然忙起
1.3 万元。
“ 我们正在规划发展特色产业，畜
来了，
但是格外开心。
牧业品牌化是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艾木
近年来，根据《2016 年塔里木河流域胡
都力·肉孜说。
杨林生态保护行动实施工作方案》，轮台县
实施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救行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轮台县累计引洪灌
塔河沿岸绿了
溉面积达到 80 万亩以上，其中 2019 年修建
“我们4人一组巡护，
每天的线路都在50
疏通渠道 13 条，新建和清淤引洪渠 51.37 公
公里左右。
”
驻扎在老草湖乡胡杨林管护站的
里，
总灌溉面积达 30 万亩。
工作人员拜哈提亚·艾买尔告诉记者，
尽管村
“这些年，我们还通过疏通渠道，修建
民搬出去了，
管护任务却没有停。
每天，
他们
拦水坝等方法，对胡杨林林相和林分较差
都要骑着摩托车，
向这里仍在放牧的牧民宣
的林区实施生态引水灌溉，补充地下水位，
传森林防火知识、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有效修复了胡杨林的生态功能，提升了生
2002 年，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
态承载能力。”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
工程全面展开，老草湖乡实现退耕 1.02 万
记、副局长樊卫民说。

玛曲草原成候鸟乐园

新疆轮台县草湖乡整体搬迁效果明显——

近日，在位于甘肃省玛曲县的甘肃
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3 万多
只黑鹳、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等候鸟
聚集。甘肃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曼日玛保护站工作人员王佳阳告诉记
者，每年 10 月中旬到 11 月初，黑鹳、黑
颈鹤、斑头雁等候鸟就会聚集在这里准
备集体南迁过冬，次年 3 月再返回，进入
繁殖期。
“这和生态保护成效密不可分。”王
佳阳说，
“ 根据我们在河曲马场、曼日玛
浪曲乔克湿地日常巡护和打样线等估
算，今年的候鸟集群现象更加明显，有 3
万多只。
”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自 2016
年起，首曲自然保护区内的候鸟数量不
断增多。据介绍，大量候鸟集群的出现，
反映出黄河首曲保护区近年来在湿地
沼泽资源保护方面的显著成效。此外，
在候鸟繁殖期间，保护区采取的 24 小时
巡逻等生态保护措施，也为候鸟繁殖提
供了更为适宜的环境和充足的食物。
随着生态保护的不断加强，玛曲湿
地保护区鸟类种类数量不断增多，出现
了大量的黑鹳、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
斑头雁、赤麻鸭等珍稀鸟类也随处可见。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青、川接合部的甘南藏族自治
州玛曲县，
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和生态功能区，
被誉为
“世界最大最美的湿地草原”。玛曲县有 562.5 万亩集中连片湿
地，
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形态最原始、特征最明显、物种资源最
丰富、最具代表性的高寒沼泽湿地，
也是黑颈鹤等珍稀濒危候鸟
重要的繁殖栖息地。
近年来，玛曲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
不断完善草原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
全面落实草原补奖政
策，认真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沙化草原治理项目，加强草原鼠害
综合防治，
实施黄河干流玛曲段防洪治理工程、推进国家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建设、加强草原法治体系建设、加快传统畜牧业转
型，
大力实施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使首曲
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生态环境不断好转，
为
候鸟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栖息地。

生态环境的不断好转，让甘肃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为候鸟的理想栖息地。
云 丹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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