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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林郭勒意為 「遼闊原野上的河流」，藍天、
白雲、綠草的生態環境主背景下，20 餘條大小河
流、470餘個大小湖泊散落，相看永不倦。

錫林郭勒草原是歐亞大陸草原區亞洲東部草原
區保存比較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是中國優良天然
牧場之一，佔全盟土地總面積的97.2%。境內廣大地
域未受到工業和城市污染，錫林郭勒國家級草原自
然保護區已被列入聯合國 「國際生物圈」保護區網
絡成員。

美麗遼闊的錫林郭勒大草原旅遊資源非常豐
富，尤其以草原旅遊資源豐富、草原類型完整而著
稱於世，即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半荒漠草原、沙
地草原均具備，地上植物達1200多種。境內有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國際生物圈網絡的國家級草原
自然保護區——錫林郭勒草原自然保護區。

每當盛夏來臨，風光迷人的烏珠穆沁草甸草原
是一片綠色的海洋，高貴的芍藥花與美的山丹花爭
奇鬥妍，片片白雲在無盡的藍天中飄游，牧人策
馬，牛羊遊動，加上蒙古包縷縷的炊煙與緩緩行駛
的勒勒車，定會使溶入大自然的遊人頓感心曠神
怡，美不勝收。

——錫林浩特市東南的九曲河，相傳當年成吉
思汗夫妻路過此地，登高俯視，河道六旋九彎，在
綠茵中穿行，牛羊撒落，百鳥低盤，湖水泛光。成
吉思汗夫人在遐想靜思中不知不覺把絲巾撒落在
地，化作九曲長河，成吉思汗有感而發： 「此處造
化神功，碧水青山，必成繁盛之地。」如今的錫林
九曲灣已是聞名中外的旅遊勝地。天然的草原風情
畫卷和錫林水庫的泛舟垂釣，眾多攝影愛好者在此
留下了不朽佳作。1983 年，中意合拍的歷史巨片
《馬可．波羅》曾在這裡拍攝了大量外景，1998
年，九曲灣圖案出現在郵電部發行的錫林郭勒特種
郵票小型張。

——白音錫勒大草原是全國唯一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納入國際生物圈的草原自然保護區，孕育了
扎格斯台淖爾、楊樺林區、沙地雲杉林區、哈布其

拉峽谷、熔岩台地等獨有的自然景觀，英純血馬
場、中科院草原生態定位站、草原賽馬場、野生動
物園等人文景觀相繼建成，白音錫勒成為集旅遊觀
光、休閒娛樂為一體的極具文化品味的綠色樂
園。

——風光迷人的烏珠穆沁草甸，五十多頂蒙古
包齊盛開的錫日塔拉草原，守護上都的避暑勝地金
蓮川草原，都是遊客眼中難以替換的草原旅遊勝
地。

美麗的草原勝景也給牧民帶來豐厚的收入。去
年，826萬人（次）來到錫林郭勒旅遊觀光，帶來了
114億元的旅遊收入，再加上去年內蒙古《草原生態
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的出台，牧民的幸福指數不斷
攀升。

今天，錫林郭勒以草原新型工業之城的姿態迅
速崛起，蓬勃的經濟朝氣和厚重的文化氣息交織
下，工業的發展不僅沒有破壞錫林郭勒的生態，而
且還正在強有力地反哺着生態建設，反哺着農牧
業、文化產業和旅遊業發展，更成為牧民增收的有
力保障。

發展與保護之間的 「綠色奇迹」正在天堂草原
發生。今天的錫林郭勒草原，鋪展開一幅生態保護
與經濟轉型雙贏，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畫卷。

錫林郭勒，一片古老神奇的北國草原。這裡不僅是世
界上生態系統保持最為完整的草原之一，也是我國境內僅
有的一個以單純草原為完整生態系統的國家級自然保護體
系；還完整的保存着蒙古宮廷文化、祭祀文化、遊牧文化
和風俗文化，養育着成吉思汗 「黃金家族」 的直接後裔，
草原歷史文化，同樣底蘊深厚。

今天的錫林郭勒，蓬勃的經濟朝氣和現代化的都市風
貌，跳躍着時尚之美；天堂草原——錫林郭勒向世人展示
着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蒙元文化的傳承、民族特色的延
續，呈現着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之美；浩渺無邊、綠草連
天的廣闊之美，馬兒奔騰、健兒騎射的動態之美，構築了
一幅幅美輪美奐的畫卷。

錫林郭勒盟
盟委書記白向群
（右）調研

錫林郭勒盟盟長劉俊臣（中）
在多倫大唐公司調研

▲搏 （作者：孟克）▲

天堂草原

追逐（和平 攝）

去年 8 月，錫林郭勒盟舉辦了盛大的
「天堂草原錫林郭勒‧那達慕」大會。會

間，舉辦了哈扎布‧蒙古族長調大賽、蒙古
族男兒三藝（搏克、賽馬、射箭）大賽、喜
塔爾大賽、烏蘭牧騎文藝會演等。70 多萬
人參加了這次盛會，以致錫林浩特市萬人空
巷，大小賓館全部爆滿。

「那達慕」是蒙古語， 「慕」是蒙語的
譯音，意為 「娛樂、遊戲」，以表示豐收的
喜悅之情。據《成吉思汗石文》載，早在公
元 1206 年，成吉思汗被推舉為蒙古大汗
時，在每年 7～8 月間舉行大聚會，並舉行
射箭、賽馬、摔跤等比賽，這就是那達慕的
前身。如今的那達慕已經演變成蒙古族特別
喜愛的一種體育運動盛會。

天堂草原錫林郭勒每年在盛夏時節都會
舉辦盛大的那達慕大會。而今年的那達慕會
場也將長期保留，成為固定主會場，並通過
後期的不斷完善，逐步發展成為集文化、旅
遊、商業、餐飲為一體的綜合性場所，成為
「中國馬都」的配套項目。

那達慕的人氣效益讓錫盟的旅遊資源得
到了充分展示的同時也帶來不少投資。據了
解，在錫盟那達慕期間，吸引了來自全國各
地130多名企業負責人的目光，他們在錫林
郭勒盟的招商項目推廣會上，現場簽訂合作
項目10項，協議資金520億元。

在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中，讓 「軟
文化」迸發出 「硬實力」，那達慕這個錫林
郭勒的民族文化品牌變成社會經濟發展的
「新引擎」，已非孤例。

中國的旅遊業處在轉型期，文化與旅遊
結合的需求越來越明顯。錫林郭勒大草原是
中國蒙元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發源地之一。蒙
古族的察哈爾、阿巴嘎、烏珠穆沁、蘇尼特
四大部落仍然生活在錫林郭勒大草原上，他
們的文化風俗形成了一幅靚麗的人文景觀，
其特色明顯有別於其他地域的蒙古族。當
今，錫林郭勒以 「天堂草原‧錫林郭勒」為
主題，深入挖掘草原遊牧文明和蒙元歷史文
化，不僅讓錫林郭勒彰顯原生態草原魅力，
也使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全盟經濟新的增長
極。

如今 「天堂草原．錫林郭勒」成為錫盟
對外最為響亮的文化名片。錫盟各旗縣市區
也都結合各自人文資源、區位和基礎設施等
條件，確定本地區文化旅遊品牌。現在，旨
在揭示 「元朝龍興之都、蒙元文化故鄉」的
正藍旗蒙元文化勝地品牌；主要以展示草原
生態和民俗風情的西烏旗草原民俗旅遊品
牌；二連浩特市的 「恐龍之鄉、魅力口岸」
品牌；多倫縣 「塞上江南、草原水鄉」生態
休閒旅遊品牌等等，就像錫林郭勒草原上的
花朵，爭奇鬥艷，異彩紛呈。

在眾多的文化項目中， 「打造兩都（元
上都、中國馬都）核心引擎」尤其引人矚
目：

——元上都申請 2012 年世界自然和文
化遺產的評選，吸引了世界眾多目光。近年
來，內蒙古正藍旗依託聞名中外的元上都遺
址，深入挖掘元朝文化內涵，努力打造元上
都文化品牌，加快建設京北文化旅遊勝地步
伐。

中國規模最大保存較好的草原都城元上
都遺址位於正藍旗境內，由北方馬背民族創
建的這座草原都城，是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
遊牧文化奇妙結合的產物，史學家稱譽它可
與意大利古城龐貝媲美。元上都遺址分為外
城、皇城和宮城三重城垣，以其規模宏大，
建築宏偉，成為中國遊牧民族古代都城罕見
的實物例證。

「一座元上都，半部元朝史」，輔佐過

元朝八位皇帝的元上都可謂 「龍興之地」，
在中國歷史上的眾多草原城市中，元上都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歷經700餘年風雨洗
禮，她與承載她的金蓮川草原馳名國內外，
是京北文化旅遊勝地，在世界830處世界文
化遺產中，是唯一最具代表性的遊牧民族文
化遺產。元上都城內有皇帝登殿議政之所大
安閣、容納數千人的宴娛之所沙勒烏爾朵等
眾多體現草原建築風格的大小斡耳朵，統天
閣等中原和歐洲風情的亭台樓閣及佛、儒、
道、伊斯蘭等幾大宗教的寺院廟觀，金碧輝
煌，一派大國氣象，曾聚集了全國聞名的工
匠，培育了諸多的蒙元英傑。

錫盟每年舉辦 「中國‧元上都文化旅遊
節」；2011 年 8 月，總投資 2570 萬元的元
上都遺址博物館主體工程開工建設；今年1
月，經國務院批准，內蒙古元上都遺址已經
正式申請 2012 年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文化
遺產。這座散發着時尚、生動氣息的京北文
化旅遊城市 「正藍旗」已成為京北文化旅遊
勝地，正在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前來
觀光、旅遊和投資。

——蒙古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錫盟旅
遊挖掘和傳承馬文化，開拓了一條以馬文化
為中心的特色旅遊品牌。2010年4月，錫盟
被中國馬業協會授予的 「中國馬都」特殊榮
譽稱號，至此，天堂草原錫林郭勒又向世界
遞交了新名片——中國馬都。

自 2005 年起，錫盟舉辦 「騎着馬而過
草原、皇家御馬文化節」、800 匹蒙古馬
「阿吉乃」大賽等馬文化主題大型賽事四十

多項。馬文化賽事帶動了賽馬馴養業和草原
旅遊業的快速發展，錫林郭勒盟每年用於旅
遊休閒騎乘和馬術運動的馬匹有上千匹，與
旅遊相關的馬業就業人員近萬人，直接和間
接帶動就業5萬人。先後建成了全國首家蒙
古馬文化博物館、御馬苑、千馬部落等馬文
化傳承基地。

錫林郭勒盟以錫林浩特為中心，以馬文
化產業園區建設為平台，以賽馬活動為龍
頭，進一步整合全盟馬業資源，優化馬業發
展布局，對養馬、育馬、賽馬、馬產品開發
等馬業經濟實行專業化、集約化經營，建立
馬匹交易、馬產品生產、馬業旅遊服務一體
化產業鏈條，世界上的名馬這裡幾乎都有，
其中有的馬匹還參加過國際大賽，有的甚至
得過大獎， 「中國馬都」正在錫林郭勒盟草
原上崛起。

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發展創新文化，
這是一種文化理念的突破，也是一種發展境
界的提升。它使 「硬件」建設向 「軟件」內
存擴容，讓富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符號，
為錫林郭勒盟發展注入無比強大的力量。

今天的錫林郭勒，讓躺着的歷史站起
來，讓沉寂的歷史活起來，給歷史文化賦予
新的內涵，把文化資源變成經濟社會發展的
持續動力。

如果說內蒙古是一匹奔馳的駿馬，美麗
富饒的錫林郭勒就位於這馬背上。錫林郭勒
面積20.3萬平方公里，公路、鐵路、航空線
構建了便利的立體交通網絡；這裡可利用優
質天然草場面積達 18 萬平方公里，是國家
重要的綠色畜產品基地；這裡礦產資源富
集，目前已發現礦種 80 餘種，已探明加預
測的煤炭資源儲量達 2600 億噸，是國家和
內蒙古自治區規劃建設重要的能源化工基
地。

展望 「十二五」，錫林郭勒白向群書記
充滿了期許和信心： 「在推動經濟快速發展
的同時，讓錫林郭勒盟的天更藍、水更清、
空氣更新鮮、草原更美麗、人民更幸福」。

美與富的兼收：
發展與保護的 「綠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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