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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黑土地上种出“大健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新华社南昌6月22日

电（记者 范 帆） 盛夏
时节，江西省井冈山市大
井村的北山冈上庄严肃
穆。青山翠柏掩映之下，一
座石雕门楼格外醒目，在
门楼楹联上，镌刻着“风际
云会立伟业于井冈”“金戈
铁马存英魂在罗霄”红色
大字。穿过门楼，沿着石阶
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便
是王佐烈士的墓碑和雕
像。

“1927年10月，毛泽东
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
山，我的太爷爷王佐和袁
文才一起打开山门，接受
共产党的改造，加入了革
命的队伍。”站在王佐烈士
的墓碑前，王佐的曾孙王
华文正向慕名前来的参观
者讲述王佐和袁文才当年
的事迹。

袁文才，1898年生，江
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人。
王佐，1898年生，江西遂川
县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长
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

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
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
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
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
了整个井冈山。

1926年9月，在中共宁
冈县党组织领导下，袁文
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
县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长、
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
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7年1月，王
佐也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

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
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
总指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
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
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
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
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
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
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
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
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初，袁文才和
王佐所部经过改编后正式
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
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
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
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
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
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

二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
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
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
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
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
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
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主席。期间，他们率领所部
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
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
黄洋界保卫战等作战，屡
立战功。

1929年1月，毛泽东、
朱德率红四军向赣南、闽
西进军，袁文才曾任红四
军参谋长随军出征。王佐
则率部队配合彭德怀指挥
的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多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29
年4月，王佐的部队与宁
冈、永新、莲花三县赤卫大
队合并为独立团，他任团
长。后独立团编入红五军
第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
一直坚守在湘赣边界开展

游击战，使井冈山红旗始
终不倒。1930年2月，袁文
才、王佐在永新县含冤牺
牲，时年32岁。

1950年，党和政府追
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
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
冈山时，亲切地会见了他
们的家属。

“袁文才爷爷的一生
尽管短暂，但却光辉灿烂，
他身上所展现出的革命精
神也将一直激励鼓舞后人
不断砥砺前行。”袁文才的
嫡孙袁建芳曾是中国井冈
山干部学院的特聘教授，
今年61岁的他虽然已经退
休，但仍在继续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学员讲授党课。袁建
芳告诉记者，作为烈士后
代，他有责任传承和弘扬革
命精神，这既是表达对先烈
们的深切缅怀，同时也让这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
教育更多的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34岁的董海峰是内蒙
古大兴安岭农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扎兰河农场九
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和队
里的3个年轻人今年谋划
着要干件大事：成立种植
业合作社，先期承包九队
50亩统营地，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以有机产品标准
种植大豆、玉米以及枸杞
和蒲公英。

董海峰的想法是，合
作社就是要发展有机特色
农业，秋天再收购些山菜
品，做成礼品盒在本地和
网店销售，以此带动职工
发展大健康产业。

董海峰是大兴安岭垦
区打造大健康产业的7500
多名职工中的一员。

大兴安岭垦区有着得
天独厚发展大健康产业的
优势和潜力。这里土地集
中连片，黑土地土质肥沃，
气候冷凉适合农作物蛋白
质的形成，是全国少有的
一片净土。

近年来，大兴安岭垦
区把发展目标锁定在大健
康产业上，加大专用性、功
能型、高附加值产品品牌

建设，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订单农业、景观农业、设施
农业和智慧农业。

这个垦区正通过打造
种植、养殖、加工、营销和
物流5个基地和构建良心、
良田、良种、良法、良品和
良果6大体系，发展生态高
效农业和循环经济。

扎兰河农场这几年蜂
蜜产业风生水起，赢得了

“甜蜜农场、芳香小镇”之
美誉。场长逄焕三介绍，扎
兰河农场素有蜜蜂养殖传
统。近几年，农场精心培育
蜜蜂养殖业，养蜂的职工
达到50户，蜜蜂养殖突破
3000箱。

扎兰河农场生产的天
然百花蜜是驰名垦区的绿
色品牌，经农业部蜂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检
测，蜂蜜各项营养指标远
高于参考值，是中国北方
地区高等级蜂蜜。市场上，
这里蜂蜜的每斤要卖到30
多元。

对于蜜蜂产业的发
展，扎兰河农场的定位是

“走高端、上档次”，从精、
深、细着手。今年，投资

1000多万元的蜂蜜加工企
业正在建设之中，投产后
将生产全国一流品质的优
质成熟蜜。

作为大兴安岭垦区
巴彦农场的采摘园是大
兴安岭岭东地区最大的
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寒富
苹果、葡萄、草莓、食用
菌、赤芍、防风等，将采摘
园装扮得绿意盎然。巴彦
农场党委书记神文斌介
绍，采摘园也是高效农业
展示区。去年从辽宁引进
的7900多株矮枝树盆栽
寒富苹果，既可采摘又可
做盆景。今年春季，一棵
漂亮的“果王”，就拍卖出
了350元的高价。

近年来，巴彦农场把
发展有机果蔬采摘产业作
为发展旅游业、打造特色
小镇的突破口，园区种植
了大兴安岭地区特有植物
及适合本地区种植的花
卉、树木数百种，并引种了
花楸、水曲柳、彩叶杨、牡
丹、芭蕉等珍奇品种。“百
草园、百花园、百果园、百
药园”，采摘园正成为具有
园林艺术、生态休闲、科普

内涵、苗木繁育等功能为
一体的生态植物园。

在大健康产业中，大
兴安岭垦区既做生态高效
农业的“加法”，也做事关
食品安全的减肥减药的

“减法”。
垦区在作物施肥上，

控制化肥施用量，变盲目
施肥为优化配方施肥。
2007年起，测土配方施肥
得到大面积推广，同时适
当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垦
区在植保中杜绝长残效、
高残留农药的使用。2014
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喷施
农药“两降一加”植保技
术。

42岁的沈勇是九队的
种粮大户。种小麦、植大
豆，去年他家纯收入就达
60多万元。今年他种了
2000多亩大豆和1000多亩
小麦。沈勇说，生产中他适
量增加了生物活性菌肥，
化肥使用量由原来的每亩

35斤减少到20斤。仅化肥
一项，每亩就节约成本5元
以上，单产还增加了20多
斤。沈勇总结：“两降一加”
用药少、用水少、效果好。

垦区农业处处长黄金
平介绍，大兴安岭垦区实
施测土配方施肥和“两降
一加”植保技术以来，全垦
区化肥施用量减少15%，农
药使用量减少30%。

2017年6月，大兴安岭
垦区申报的20万亩小麦经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专
家评审通过绿色食品标志
认证。至此，垦区种植的大
豆、小麦、玉米、芸豆4种主
要作物都已取得A级绿色
食品标志证书，绿色食品
认证面积达到100万亩，占
到 垦 区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80%，覆盖了所属8个农场。

【记者手记】

农垦作为“农业国家

队”，是国有农业经济的骨

干和集中代表。有着50余

年创业发展史的大兴安岭

垦区，新时代更有新作为。

垦区站位高、目光远，勇于

担当，把产业发展的方向

锁定大健康产业上，坚守

保障国家粮食安生和食品

安生的国家队、呼伦贝尔

乃至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和

农牧业产业化的领军企业

和示范企业、呼伦贝尔绿

色家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

基地和健康食品产业化航

母的发展定位，积极创建

农垦大健康品牌和标准体

系。

大健康产业是“朝阳

产业”“民生产业”和“幸

福产业”。大兴安岭垦区

的实践，增强了企业实

力、蓄积了发展动力，引

领着现代农牧业的发展

方向。“农业国家队”为我

区现代农牧业发展，带了

头，打了样。

袁文才王佐：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将领的井冈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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