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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让农牧民不再担忧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霍晓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水蓝色的围墙映着蓝
天和一簇簇白云，满院子
的鲜花绿树中露出一排欧
式的小阁楼，大门上方飘
着一面五星红旗，这个外
观像度假村一样的地方，
却是一个养猪场。

一谈起养猪场，人们
的直观感受免不了冠以

“脏乱差”这样的标签，而
随着记者对内蒙古朋诚农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深入
采访，现代智能养猪彻底
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干净、
整洁、绿色成了这里的代
名词。这个“不一样”的养
猪场自然有个“不一样”的
养猪专家，这位养猪专家

便是霍刚。
“世界养猪看中国，中

国养猪看朋诚！”这是霍刚
2003年企业创办之初给自
己定下的目标。2012年，他
瞄准时机投资1.4亿元，占
地300亩，在察右前旗三岔
口乡，建成世界一流、中国
最好的全自动智能化原种
猪场，同时建成养猪研究
所和猪科技文化馆。同年
10月14日直接从英国引进
原种猪680头，是自治区首
家从国外引进英系大白原
种猪的种猪场，也是中国
最大的英系大白核心原种
猪场，现存栏基础母猪
2500头，年出栏优质种猪5

万头，可为乌兰察布市200
万头生猪养殖提供优质种
猪。2017年，公司又新建了
院士工作站种猪研发繁育
基地，现母猪存栏达3700
头，年出栏猪10万头，其中
种猪3.5万头、生猪6.5万
头。

霍刚说起猪来滔滔不
绝：“你看我们的猪就像模
特，精神焕发。每头猪的耳
朵上都装有一个芯片，这
个芯片会记录这头猪所有
的信息，包括采食量、饮水
量、睡眠时间、疫苗注射情
况等，我们在手机上就可
以监测到每头猪的健康状
况。”他边演示边说，“从圈

舍建设到采购设施，都是
世界最先进的标准与设
备，你看有德国种猪电子
饲喂站、美国奥斯本种猪
性能测定系统，丹麦的智
能化产床和保育舍等设
备。”目前，该猪场通过

“云”输入、大数据分析，进
入现代智能化高端养猪平
台；智能养猪模式的开启，
降低了成本，节省了人工，

“朋诚”目前仅有员工19
人。

为了获得先进的猪场
建设理念和经验，霍刚用
10年时间走访了国外60多
个国家的200多个猪场和
国内的500多家猪场，在总

结猪场原有生产工艺和建
设方法的基础上，融入了
自身对于猪场在内蒙古高
原地区建设的想法，近20
年的时间完成了40余项技
术改造，申请了20余项专
利技术。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
动群众一起富才算富。”企
业发展了，霍刚扛起了社
会责任，他把“发展绿色生
猪产业，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依托科技创新，助力

精准扶贫”贯穿在公司发
展的每一个时期。2016年
和2017年公司共提供仔猪
12000头，带动集宁区、三
岔口乡、玫瑰营镇、商都县
玻璃忽镜乡等130多个贫
困村，贫困户1500户，实现
脱贫人口3000人。今年4
月，朋诚公司又与察右前
旗三岔口乡十四号村委会
签订了整体脱贫合同，提
供30万帮助建设集体经
济，计划年底全村脱贫。

新华社武汉6月23日

电（记者 罗 鑫） 尽管
牺牲近90年了，以胡幼松
为原型的大型现代花鼓戏
《红色壮士》仍在他的家乡
江汉平原上演。

“在江汉平原，胡幼松
的事迹家喻户晓，他壮烈
牺牲的故事让许多人为之
动容。”曾任胡幼松烈士纪
念馆馆长、仙桃市陈场镇
文化站站长、69岁的唐敦
新说。

胡幼松，湖北沔阳（今
仙桃市）人，1898年出生于
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在
共产党员娄敏修的影响
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走
上革命道路。

1924年7月，胡幼松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
他在沔阳建立了全县第一
个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
自卫队。

1927年3~6月，他被党
组织选派到武昌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
习所里，他听了毛泽东、

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
明翰、李立三等讲授的
《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农民问
题》《农村教育》《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等课
程，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影
响。

大革命失败后，胡幼
松被任命为潜沔地区农运
特派员，深入到拖船埠一
带，发动农民群众，领导革
命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
鄂中特委在沔阳成立，胡
幼松被任命为沔西区委书
记。

1927年中秋之夜，他
带领赤卫队参加了声势浩
大的沔南戴家场暴动，接

着又参加了沔城暴动和贺
龙统一指挥的荆江两岸年
关暴动。暴动中，火烧反动
派的县政府，砸开牢门，营
救出被捕的党的鄂中特委
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娄敏
修及革命群众数十人，震
动了湘鄂地区，打击了反
动势力的气焰。

1928年1月，胡幼松领
导创建了鄂中地区第一个
红色政权沔西区苏维埃政
府，当选为主席。1929年11
月，遵照中共鄂西特委决
定，组建了中共潜江县委。
胡幼松任书记。

随后，他指挥游击队
利用河湖港汊，开展游击
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
据地。1930年2月，在红六
军前委统一指挥下，胡幼
松率领游击队配合红六军
攻占了潜江县城。

同年4月24日，胡幼松
率领游击队参加谢场乡苏
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因叛
徒告密，遭反动民团包围
突袭，落入敌手。

敌人对他酷刑拷打，
逼迫他退出共产党，供出
党组织活动情况及共产党
员名单，遭到胡幼松严词

拒绝。4月26日，敌人搬来
铡刀以死威逼。胡幼松面
对铡刀，视死如归，大义凛
然：“要铡就铡吧！共产党
员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
想不可丢！”极其凶残的敌
人铡断了他的双腿，又将
他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用
铁丝穿着锁骨，用绳子绑
住残腿，抬着游街示众。胡
幼松几次从昏死中醒来，
仍振奋精神，沿途唱着《国
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革命一定成功！”
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2
岁。

在6月初召开的内蒙
古农业保险十年发展回眸
学术研讨及经验交流会上，
近百名政府和业界、学界代
表济济一堂，探讨未来自治
区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内
蒙古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赵元凤在会
上作了主旨发言。

其实，在全国一些农
业保险会议上，主旨发言
席上总少不了赵元凤的身
影。自治区农业保险发展
的10年，也正是赵元凤教
授研究农业保险的10年。
10年来，赵元凤带领团队

一直追踪着国家农业保险
的发展，对内蒙古农业保
险进行深入研究。自治区
重大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政
策出台，都离不开她的团
队的出谋划策。

“作为农业大学的教
授，天然对农村、农民有着
深厚的感情。田野里丰收
的景象、农民脸上的喜悦
都深深打动着我，所以我
想做点什么，守护我热爱
的东西。”赵元凤说，她所
研究的领域：农业保险、农
业信息化和农村电子商
务、农业绿色发展，都与

“三农”息息相关。
“农业保险是政府支

持农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
式，它不仅鼓励农民发展种
养殖，也对因灾致贫的农民
进行补偿，可以说是农村精
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农
业是高风险的产业，受到自
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一旦
有灾害或价格波动，农业保险
可以精准、具体地弥补农民
的损失，使农民至少可以有
能力购买种子化肥，不影响
明年的再生产。”赵元凤说。

意识到农业保险对农
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她带领研究团队连续3年
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绩效评价。
该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我
国农业保险绩效评价研究
的空白，而且研究成果被
自治区农业保险领导小组
采纳，对我区农业保险实
施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起到了决策支持作用。
我区也因此被国家财政部
列为“保费补贴绩效评价”
首批试点省区。

在对农业保险研究的
基础上，赵元凤还注重保险
产品的创新。“内蒙古是养

殖大区，我们的主导产业是
肉牛、肉羊，但目前国家保
费补贴项目只有奶牛、育肥
猪等，这与自治区农牧业结
构不匹配，我们主张自治区
出台自己的养殖业保险产
品。”赵元凤说，经过不懈努
力，2017年，自治区开始出
台新的农业保险政策，将她
的意见收入其中。

10年来，赵元凤和她
的团队走访了3000多户农
牧户，和农牧民面对面交
流沟通。每一次调查，都是
对农业保险的深入宣传。
让农牧户认识到农业的风

险，了解农业保险是一种
风险管理的手段，使农牧
民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

通过出国留学及与国
外同行的深入合作，赵元
凤教授掌握国际最新农业
经济理论，带领团队应用
国际先进研究方法，追踪
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取得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18
年，她被评为自治区“草原
英才”创新人才。下一步，
赵元凤将带领她的团队，
在继续研究农业保险的基
础上，推动农业绿色化发
展研究。

做中国智能养猪第一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于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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