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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染黄沙——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7 月 16 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内
蒙古成吉思汗国家森林公园，细雨迷蒙，云
雾氤氲。“天骄生态文化林”的观景台上，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
目。这里是采风团抵达的第一站。

登上观景台，纵目四望，目光所及是数不
胜数的绿色乔木——樟子松，虽然不高，但棵
棵端正笔挺，成行成列铺陈开去，汇成一片绿
色林海。浓郁的绿意一直延伸到云雾掩映的地
平线深处。不止樟子松，在这个森林总面积
3.8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53%的公园里，肉眼
看不到的远处，还分布着乔、灌、草本植物 300
余种。

“在中国其他地方，这样的景色可能不足
为奇，但这里是沙地绿洲型森林公园，在沙
地上种出一片森林实属不易。”希腊《中希时
报》 社长吴海龙感慨道，作为中国北方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的森林对防风固沙和
生态保护发挥着巨大作用。

采风鄂尔多斯，自然绕不开库布其沙
漠。近年来，“荒漠变绿洲”的奇迹让库布其
沙漠治沙模式享誉世界。

库布其治沙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从杭锦
旗鄂尔多斯草原到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
区，从库布其七星湖沙漠展厅到达拉特旗恩
格贝生态示范区，一路走来，采风团用心观
察，用笔记录，用镜头定格。

“种树原来可以这么轻松！”在库布其七
星湖沙漠展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澳大
利亚澳华电视传媒 （ACTV） 董事长任传功
分别用特制“水枪”和螺旋钻“点穴”打
孔，在黄沙上手植两株红柳，体验了一把微
创气流种植技术。

“科技创新为库布其荒漠化治理提供强大
技术支撑。”在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
澳大利亚华夏传媒集团董事长项翔被一面悬
挂着 100 多个专利证书的“专利墙”深深震
撼。他表示，迎风坡造林、光伏提水灌溉、
大数据和无人机治沙等领先世界的技术成
果，不仅极大提高了防沙治沙的效率和质
量，也大幅降低了治沙成本，为全球荒漠化
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采风团
一行在一面长达数十米的“绿墙”前驻足良
久。“绿墙”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大小不一的
小石头，每一块石头上都用绿色的字镌刻着
一个人的名字。这是30年来参与恩格贝绿化

事业的近万名志愿者的名字。志愿者不仅来
自中国，还有不少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
亚、以色列等世界多国。

“这面墙上每一名字都值得铭记，他们是
‘库布其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加拿大共生国
际传媒副总编胡海用镜头将“绿墙”定格。

绿富同兴——

打造生态产业链条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
中国社会的全民共识。提升了绿水青山的“颜
值”之后，应如何做大金山银山的“价值”呢？如
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采风团一
行从库布其绿色发展的实践中得到启示：构建
绿色生态产业体系。

土豆、花生、黄瓜、沙地西瓜、葡萄、
彩色小番茄……走进库布其智慧农业产业
园，采风团一行便被地上、棚里和架子上的
瓜果包围了。海外华文媒体捕捉到的特写镜
头里都是“累累硕果”。

“甘草原来长这样呀！”在亿利阿木古龙农
场，欧亚时报社高级记者朱媛媛发出惊呼。带
着好奇，海外华文媒体记者纷纷走进田间地
头，察看甘草长势。

“阿木古龙甘草产业扶贫示范项目，成功
打造了沙漠生态健康产业链，也为扶贫事业
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根基。”西班牙侨网总编辑
张自如认为，阿木古龙农场探索出的“三到
户模式”、“四到户模式”和“就业扶贫”等
扶贫模式，很有借鉴意义。

除了农业，库布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
势“沙里淘金”，太阳能资源就是其中之
一 。 在 广 袤 的 库 布 其 沙 漠 腹 地 占 地 上 万
亩，178 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在夏
日阳光的照射下闪动着耀眼光芒。这是采风
团一行在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看到
的情景。

“科技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埃中新闻网
总编王永鸿对基地的集中智能运维中心印象
深刻，人工智能、5G和无人机巡检等技术的
应用，让基地实现了“无人值班、少人值
守”的智能化管理。

“很难想象，除了建设牢固的‘三级治沙
防护体系’，光伏板下面还密植了几千亩有机
红枣和蒙古扁桃。”环球广域传媒集团《非洲
华侨周报》 特约记者刘娅婷赞叹道，基地采
用的“光伏+治沙+农林+旅游”的模式，延
伸了产业链条，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实现了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与生态文明建
设共赢。

绿色启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

“祖国北疆的‘大漠林海’”、“誓将大漠换
新颜”系列报道、“探访沙漠绿洲‘恩格贝’”、

“沙棘树：生态环境的绿色之吻”、“创造库布其
绿色奇迹的杭锦人”……一篇篇鲜活的报道把
中国绿色发展的故事向世界一一呈现。在纸
媒开辟专版专刊、在电视台推出宣传片、在
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及时推送，采风期间，海
外华文媒体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打造全媒体
传播矩阵。

打开 《非洲时报》 常务副社长梁铨发来
的报道链接，简洁流畅的英文让人读起来并
不吃力。他表示，与中文相比，用住在国的
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更容易被接受。

因为喜欢喝沙漠植物沙棘做成的果汁，
奥地利 《海内外》 杂志社采访部主任刘铖灵
以沙棘汁为切入点，采访天骄沙棘创始人李
云飞，深入考察沙棘的全产业链生产过程，
向欧洲推介舌尖上的沙漠美味。

7 月 26 日至 28 日，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
漠论坛将在鄂尔多斯召开。海外华文媒体给
予高度关注和热切期待。

“持续关注库布其沙漠治理问题，华文媒
体责无旁贷。”罗马尼亚《欧洲侨报》副社长
孙雨梅表示，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荒漠化防治与合作、消除贫
困、沙漠生态科技创新、促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提供了广
泛的交流平台。

“沙漠治理问题，世界应携手面对。”
迪拜新闻网副总编辑杨志宏表示，库布其
沙漠治理模式，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为世界防治
荒漠化开出了“中国良方”，为推进人类可
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值得向世界
推介。

刘娅婷表示，华文媒体应努力做好联通
中外桥梁，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和渴望了解
中国的国际友人宣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
绿色发展的故事。

上图：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博物馆 （科
学馆），华文媒体代表用显微镜观察沙粒。

当 地 时 间 7 月
13日晚，多伦多华星
艺术团主办的 2019

“夏夜舞动民族风”
国际舞蹈艺术节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加
拿大建国152周年综
艺晚会在加拿大大
多伦多地区列治文
山 市 演 艺 中 心 上
演。图为多伦多华
星艺术团表演的古
典舞《纸扇书生》。

余瑞冬摄
（来源：中新网）

风从草原来，喜迎八方客。近日，由中国侨
联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侨联、鄂尔多斯市侨联承
办的“追梦中华·生态优先”2019海外华文媒体
鄂尔多斯采风行，吸引了来自全球19个国家和
地区的21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加。为期6天的
草原之行，采风团风雨兼程，一路拍摄书写。在
他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水碧、天蓝、草绿的美
丽中国向世界娓娓道来。

海外华文媒体鄂尔多斯采风行

“向世界讲好中国绿色发展故事”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侨 界 关 注

华 人 社 区

非洲侨界将办民间外交论坛

8 月初，“华侨华人和国家形象”——
首届非洲华侨华人民间外交论坛将在博
茨瓦纳举行。7月19日，该论坛新闻发布会
在博茨瓦纳召开。

此次论坛由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发起主办，由博茨瓦纳和各非
洲侨社共同协办。论坛将充分汇聚华侨
华人民间智慧，推动华侨华人在非可持
续发展，推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目前，论坛的筹备工作正
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浙大代表团到访佛罗伦萨

近日，浙江大学代表团到访意大利佛
罗伦萨。代表团在佛罗伦萨华侨华人商贸
联谊会会长周汝炎、名誉会长周刚等侨领
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当地中文学校、汉
语培训中心，并与当地侨领就海外华人子
女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座谈时，周汝炎向代表团介绍了佛
罗伦萨中文学校的相关情况，以及华人
子女学习中文所面临的瓶颈和发展趋
势。周汝炎说，近年来，随着华人经济的
快速发展，学好中文越来越受到海外华
人社会的重视。

欧洲浙江籍侨团举办座谈会

当地时间 7 月 16 日，由浙江省侨
办、浙江省侨联、浙江省海外联谊会主
办的“发挥华侨华人优势，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欧洲浙江籍侨团负责人座
谈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参赞吴冬梅，浙
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熊建平、浙江
省侨联主席连小敏，以及来自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希腊等 20 多个
欧洲国家、100多位浙江籍侨团负责人和
代表应邀出席了座谈活动。

大会以“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围
绕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优势，积极参
加“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了一系列的交
流座谈活动，并通过了浙江籍华人社团、
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行动“罗马
宣言”。 （均据中国侨网）

多伦多夏夜舞动民族风多伦多夏夜舞动民族风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下店宫里109号旧大

厝房屋相关权益人：

根据《关于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厦门同安段）建

设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先通告》（同国土房【2018】173

号）、《关于新建铁路福州至厦门客运专线项目建设用

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2016】147 号）、《关

于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

总计统函【2016】882号）、《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厦门

段）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50211201807035

号）等文件，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下

店宫里 109号（东至吴在静厝、西至黄福吉厝、南至吴

銮厝、北至吴在平厝，角点坐标：X=31918.157、Y=

67199.709；X=31914.327、Y=67204.064；X=31907.358、

Y=67197.937；X=31911.188、Y=67193.581）旧大厝房

屋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项目（厦门同安段）”建设

需要，应予搬迁拆除。请未接到书面商谈通知书的该

房屋相关权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

人），于本通知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到“新建福州至厦

门铁路项目（厦门同安段）”洪塘镇工作点（下墩村塔

尾后里 165号）商谈该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联系人：

叶恩旭，电话：13859977909；联系人：陈志平，电话：

13950014569）。届时请携带身份证、产权证或合法有

效的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委

托他人前来商谈的，受托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和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逾期未前

来商谈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相关搬迁补偿事宜。

特此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沟墘里34号旧大厝

房屋相关权益人：

根据《关于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同安段）建设用地

土地征收的预先通告》（同国土房【2018】173号）、《关于

新建铁路福州至厦门客运专线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

的复函》（国土资预审【2016】147号）、《关于新建福州至

厦门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总计统函【2016】

882号）、《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厦门段）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选字第350211201807035号）等文件，位于福建

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沟墘里34号（东至陈江河

厝、西至苏宝凤附属厝、南至空地厝、北至陈仙厝）（角点

坐 标 ：X=32333.649、Y=70176.146；X=32330.817、Y=

70181.001；X=32328.883、Y=70184.318；X=32323.484、

Y=70181.168；X=32328.246、Y=70173.005）旧大厝房屋

因“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项目（厦门同安段）”建设需要，

应予搬迁拆除。请未接到书面商谈通知书的该房屋相

关权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

本通知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到“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

项目（厦门同安段）洪塘镇”工作点（下墩村塔尾后里

165号）商谈该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联系人：叶恩旭，

电 话 ：13859977909；联 系 人 ：陈 志 平 ，电 话 ：

13950014569）。届时请携带身份证、产权证或合法有

效的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委托

他人前来商谈的，受托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和具体

的委托权限）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逾期未前来商谈

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相关搬迁补偿事宜。

特此通知。

关于“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项目（厦门同安段）”旧大厝房屋
搬迁补偿事宜的通知书

关于“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项目（厦门同安段）”旧大厝房屋
搬迁补偿事宜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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