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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广 文/.家安

日期：2012-08-20

2012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草原的北端，霍林郭勒市因开采煤N、�J、化工等A染，在�里看不
到牛羊等�物，地方政府在草原雕塑了大批的羊群、牛、��、�、狼等�物，f大家不要忘g�里曾U有
|很多�物

90年代，就在神�宝日希勒露天N旁z，有100多个小煤R在草原上开采煤N，U|十几年后，无序采煤
造成的一个个的塌陷大坑出I，使�片草原面目全非。曾U有当地牧民开拖拉机一家三口掉入大坑，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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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都找不到的悲�

2012年4月，�林郭勒草原上的t�煤N，老牛在被破坏了的草原上c食

2012年6月，霍林郭勒市所在地20年前曾U是美�的草原，I在却是A染�重，H境�生最差的地方。一
旦刮西�，煤N的沙土�入居住区，�重;里�50米以内的�西都看不清

201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呼�p尔草原的��牧3王宏�96年承包草 ，养了800多只羊90多"牛。今
年因煤N造成的A染病死、被化工厂、露天煤N排水渠淹死的等非正常死的羊50多只、牛16"。7失非常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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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呼�p尔�J厂的-水排放到海拉尔河

2012年5月，神�宝日希勒露天N位于世界�名的三大草原之一呼�p尔草原中部，草原上露天煤N开采
必定W草原*来H境破坏。2009年神�宝日希勒露天N的N-水往草原上排放，只有三年;�，冲刷出20
多米深50多米$1000多米�的草原大峡谷，被冲刷的沙土复盖了下游的草原，H境遭到�重破坏

201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林郭勒草原上，白音�3号煤N的排土 逼近牧民住所。牧民被迫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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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明村牧民�A染��，�用水��、草 被占用没有a���，U|几年无数次的上j都
得不到解决，他��着牧民的利益~不断上j

2012年6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高云（化名）的房子被拆了，煤N按第三方�行故
价,P房每平方700元s�,高云（化名）被拆的房子s�8万元，�点�	房或盖房都不够,高云（化名）又
回到住)蓬的;代

201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是依托煤N开采而建立起来的城市。然而，由于煤炭开采也造成了
�重的H境A染。当地居民�年居住在灰'漫天的H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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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阿古{木（化名）离开�片草原前留个全家照

 

　　霍林郭勒市位于科尔沁草原的北端，以Z色能源和旅游作�自己的�展方向。但�座城市已U偏离既定
的航向，在煤N开采、火力�J和煤化工
�的6�之下，草原逐年退化，利益的攫取却持Y4.。

　　今年四月到六月，Z色和平气候与能源�目的�家和9影(�广奔赴内蒙，考察煤J基地%当地生0H
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天色阴沉、灰'G天，在市里的街道上，女人�多戴着"巾、口罩和墨�，全副武装如�大:，~有人
一手捂着嘴一手握着自行u把，^着前行。而在郊外，管道横行，几百y卡u24小;不�断地开�，地上
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塌陷大坑，像被撕裂的�疤。

　　霍林郭勒所在的�片草原是中国最大的草原——内蒙古草原，在�里成立的蒙�煤J基地是“十二五”煤
J基地4.的重点区域，主要煤区包括]利煤田、白音�煤田、宝日希勒煤田、霍林河煤田等，位于�林郭
勒草原、呼�p尔草原、科尔沁草原的心_地*。2015年后，�里将成�中国最大的
煤区。

　　曾U，�里最美的是草原；I在，草下潜藏的煤@掉一切。尤其，�里的煤N属于露天N，开采容易，
��更小，代价却不w——初期建厂需要圈地，首先引�了征地��；一旦开始采N，牧 H境立刻被破
坏，牧民健康受到威\，牛羊或因A染病死、或被排水渠淹死。牧民只能去更�的地方放牧，他�的家当比
x少，一个拖拉机就能}走。再回"，一望无垠的天�T已被一排烟囱刺破。

　　另一个易被忽略的��是水。内蒙古草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稀少，煤J基地的�展根本性地改
�了草原的水r源分配：地下水被工厂抽干；地表径流被水+截断；煤J企�直接投r建i的水!控制了本
来属于整个草原的河流。据呼�p尔市水文勘C局透露，与上世S70-80年代相比，近年来呼�p尔草原牧
区大部分河流不�水位下降、流量减少，~�生|断流，其中，伊敏河的流量在2006年减少了近一半。同
年，国家重要湿地——�拉盖沼B区宣告干涸，原因是其上游的�拉盖水+#行截流。

　　�直接&致了植被退化和草原消失。目前，内蒙古草原退化率已U{到了73.5%。呼�p尔市草原M
理所、内蒙古草原勘察id院的研究V果<示，21世S初，全呼�p尔市草原退化、沙化、LF化面Q�
398.22万公�，比80年代增加了188.51万公�，占全市草原面Q的40%。

　　%能源的渴望吸干了草原的水源，v8�持YI代化的�力，用以W养城市生活和UD�展。但大自然
的��反,不��覆了牧民的生活，也把灰'吹�了城市。由于大量湖泊消失，裸露的湖底已U成�北方沙
'暴的重要来源之一。伊和淖尔谷地肆虐的�沙借此一路向南，不�席卷北京、�北，~深入中原、�南。

　　草原的�疤越撕越大，�害正向四周蔓延，而漩E的中心——霍林郭勒似乎已U有所意m，地方政府在
草原上布置了大批的羊、牛、��、�、狼等已�b到的�物雕塑，它�散布在千K百孔的草原上，在�吹
草低中静止不�，用以提示�里的|去，也�言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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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网友��(1) �列出最新10条��，���代表网友个人�点，不代表本网�点。

weibo927001188@sohu. 在 2012-08-20 o：
当地政府追求政X的1果，我�老家也是一片青山Z水，I在居然要建磷肥厂，只要市里面的
一把手点"就可以，可1的体制，我的家园将要被@坏，而那些始作俑者却�离I ，高高在

上，享受GDP摩擦的快感，多么缺德多么令人�1多么令人悲2的I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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