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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5

给温室通风、采摘黄柿
子、管理吊瓜苗……眼下本
是内蒙古河套地区农民悠
闲过年之时，巴彦淖尔市五
原县隆兴昌镇荣誉村农民
周学军却是过节、种地两不
误，精准种植让这个61岁的
种地“老把式”尝到了增收
致富的甜头。

记者一走进周学军的日
光温室，顿时觉得温暖如春，
潮湿的泥土味扑鼻而来，阳光
照射在成垄的苗上，黄澄澄的
柿子挂在枝蔓上，刚摘下来的
黄柿子整齐摆放在纸箱内。周

学军边摘柿子边说：“现在正
是黄柿子集中成熟期，每天
能摘1000多斤。只有温室内
每天日照7小时、温度高于
15℃，稳产增产才有保障。”

据周学军介绍，过去他
家种20亩大田，主要有葵花、
玉米、小麦等品种，每亩纯收
入五六百元。他从2005年开
始学习设施农业技术，在传
统大棚里种西瓜、黄柿子等果
蔬，纯收入提高到两万元，但
每年只能种一茬。“种了10多
年大棚，也学了不少技术，后
来在政府鼓励下，我从2018

年起把土地都流转出去，承
包了3个日光温室。”他说。

每个日光温室约1.8亩，
年承包费2.4万元。育苗、栽
培、授粉、坐果等环节都可能
出现技术难题，但对周学军
来说，这些都不是事儿，因为
他能做到“三精准”。第一就是
种植周期计算精准，黄柿子从
育苗到移栽、开花结果、上市
各需50天，过年时集中上市
能卖好价钱。第二就是种植
场地利用精准，黄柿子收获
完毕，紧接着种吊瓜和水果玉
米，3个温室倒茬作业。第三就

是种植成本核算精准，从育苗
到授粉，都由自己完成，无须
购买种苗或外包服务。

“过去种大田时间早晚
无所谓，每年只有一茬，对收
成影响不大。现在种温室必
须种植精准、管理到位。”周
学军说，比如种温室吊瓜，1
月底完成幼苗移栽，2月20日
开花，4月上中旬上市，正好
避开大田瓜果集中上市，能
卖个好价钱。5月底清园后再
种一茬吊瓜或水果玉米，以
保证一年轻松种两茬。

三分种，七分管，十成

收成才保险。周学军对管护
“火候”拿捏得很准：每个温
室种植密度为7500株左右，
种一茬施4次肥，浇5次水，对
白粉病、灰霉病等常见病提
早预防。他说：“即使是过年，
日常管理也不能松懈，保温
帘每天9点拉起、下午4点半
盖上，保证日照和通风。”

种得好还得销得畅。周
学军的儿女开了5个精品瓜
果店，通过线下、线上销售，
解决价低、卖难等问题。周学
军粗略估计，除去温室承包
费、施肥浇水等费用，每个温

室年纯收入能上10万元。
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

古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是
全国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解决
农民增收“最后一公里”问
题，当地打造本土化电商服
务平台，实现优质特色农产
品销售电商化，促进农民线
下、线上“双丰收”。

“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引
领下，我们这些种地‘老把
式’逐渐成为‘土专家’，真
正让‘土里刨食’变为‘土里
刨金’。”周学军说。

春节期间，内蒙古通辽
市奈曼旗广大农村家家张
灯结彩，处处喜庆祥和。记
者走进农家，听他们津津乐
道的是，集体过年演了什么
节目，谁家评优上了光荣
榜，哪家又办了不需“随礼”
的喜宴……

近年来，奈曼旗创新实
施“精神扶贫五个一”工作
机制,通过“一约、一讲、一
评、一榜、一特色”，不断推
进乡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激发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助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农村风
貌大为改观。

新约破旧俗 喜宴从

此不随礼

奈曼旗将“一约”作为
改善乡村面貌的重要方式，
各嘎查村结合本地实际制
订村规民约，每条村规民约
都有规定事项、违规处罚和
执行主体，针对性强、措施
明确、落地可行。

固日班花苏木巴彦塔
拉嘎查将“禁止随礼”写入
本村村规民约。苏木党委副
书记包海伦说：“以前村民
家中红白喜事都要通知全
村人参加宴席，每家得随一
两百元，一年下来每家随礼
开支一万多元。”随礼从情
感的表达变成了生活的压
力，有的村民打起了歪主
意，修整庭院、工作调转都
要办宴席，甚至进城租房也
要摆几桌。“一些生活困难
的家庭，每年的收入甚至不
够随礼用。”包海伦说。

风气不变，贫困不散。
巴彦塔拉嘎查支部书记达
斯下决心治理变了味的“随
礼风”。为了让村民信服，他
拿自家人“开刀”。二哥家的
女儿结婚，他要求二哥不能
在村里大办婚宴，只允许邀
请亲属；2016年达斯老父亲
去世，他婉拒了邻居们的看
望和“心意钱”。曾经有一户
村民不听劝告，执意要大办
宴席，达斯就把车横在他家
门口阻拦……

通过近4年的整治，村
里大操大办、人情往来乱象
得到整治。“现在不用随礼，
每年省下的钱够买一头
牛。”村民康云说。

如今，奈曼旗农村普遍
制订村规民约，各村有各村
的特点，家庭记账、孝老爱
亲等等，有些好做法从嘎查
村推广到乡镇苏木，邻里关
系更加融洽。

集体过大年 特色活

动文化浓

一进腊月，奈曼旗各嘎
查村便热闹起来。一台台年
味十足的联欢会，一个个自
编自演的节目，再加上一盘
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红火热
闹的氛围让村民的脸上挂
满笑容。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奈
曼旗十分注重发展乡村文
化。为提升村民参与热情，
旗里鼓励支持农村举办特
色文化活动，西地村的农民
小剧团、巴彦敖包嘎查的农

民春晚等，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品牌活动。特别是村民
集体过大年，经过总结推
广，现已成为全旗乡村的集
体活动，有效增强了村民的
集体观念。

今年是黄花塔拉苏木
巴彦敖包嘎查第二次举办
集体过大年活动，参加活动
的副苏木达徐珍珠表示，过
去村民的文娱生活只有聚
会、喝酒、打牌，邻里因为打
牌产生的矛盾时有发生。

“在推广集体过大年后，打
牌的人少了，唱歌练舞的人
多了。”徐珍珠说，“为了演
好节目，一些村民一个月前
就开始排练，十里八村的百
姓也都到这里报名表演。”

杨秀荣是大沁他拉镇
章古台村村民，也是村里祥
云广场舞队的队长。过去的
杨秀荣是麻将桌上的一把
好手，麻将几乎成了她生活
的全部。在村里带动下，杨
秀荣和邻居开始学习广场
舞，还组建了队伍。“每天都
跳两个小时，强身又健体。”

杨秀荣说。
用文化改变生活，用艺

术改变风貌，特色文化活动
正成为奈曼旗建设美丽乡
村的新途径。

村村评优秀 争做典

型改陋习

奈曼旗在精神扶贫过
程中，充分调动村民的荣誉
感，在家庭层面开展“清洁
之家”“美丽庭院”“最美家
庭”“道德模范”“好儿媳”“致
富能手”等评优活动，在村
级层面开展“美丽村庄”“文
化村庄”“文明嘎查村”等评
优活动。通过一次次评优，
陋习消失了，院落整洁了，
村庄干净了，村风村貌得到
明显改善。

大沁他拉镇章古台村
妇联主任梁红霞说，各类评
优分为村、镇、旗三级，并发
放相应荣誉牌，家庭和村庄
荣誉牌实施动态管理，达标
挂牌，不达标摘牌。“这样的
评优活动可以让村民自觉

树立知荣辱、讲正气的新风
尚。”

章古台村原来有一个
习俗，孩子结婚后就会搬离
父母家居住，村里人把这种
习俗叫作“分家”。多数家庭
分家后都会各过各的，年迈
的父母得到的照顾反而少
了。“自从常旺红嫁来以后，
村里分家的事儿就少了很
多。”梁红霞说。

常旺红是一位河南姑
娘，2012年和丈夫结婚来到
章古台村。婚后常旺红并没
有选择“分家”，而是和丈夫
一起照顾公婆和爷爷。如今
常旺红不仅在婆家学会了
简单的蒙语，还有了两个可
爱的宝宝，一家人其乐融
融，常旺红也因此获评村级

“好儿媳”，成为村里年轻人
学习的榜样。

“孝老爱亲、美化庭
院，我们村子旧貌换新
颜。”梁红霞说，村民的陋
习少了，村里的优秀典型
多了，家家户户都为美丽
乡村争做贡献。

奈曼旗：文明新风进农家
文/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

大年初一早上，初春的
阳光照耀在内蒙古白音华
煤田，34岁的采煤工人张进
伟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巴彦
淖尔市老家亲人电话拜年
后，就和上百名工友一起投
入到工作中，全力保障东北
地区电煤供应。

张进伟说：“每年春节
都是公司电煤供应的高峰
期，每个工友都会轮流值

班。在春节坚守岗位是我们
的职责，采煤过年是我们的
快乐。”

白音华煤业公司是内
蒙古白音华二、三号露天矿
的简称，隶属于国家电投内
蒙古公司，煤炭储量23.62
亿吨，年生产能力为3500万
吨。

连日来，在二号露天矿
采掘现场，电铲司机张进伟

每天按部就班操作近800吨
重的电铲进行挖煤作业。

张进伟告诉记者，他参
加工作已有10个年头，其中5
个春节是在工作岗位上过
的。虽然春节不能回家过年，
但能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
贡献一点力量，心里很充实。

与张进伟类似，检修班
长李章金已连续3年在工作
一线过春节。他说：“我利用

每一次生产的休息间隙，对
地脚螺丝、油缸、闸板等部
位进行逐项检查，有效排除
故障隐患，为节日供煤提供
技术保证。”

在煤炭外运装车站现
场，工作人员正用自动化系
统连续、快速装车，上百节
满载煤炭的车厢整装待发。
李章金告诉记者，由于天气
寒冷，煤炭外运系统的漏料

槽闸板很容易被冻住，所以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他每隔
一段时间都会对所有闸板
仔细检查一遍，保证设备安
全、高效、稳定运行。

据白音华煤业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郭苏煜介
绍，春节期间，在确保生产
安全、工人轮休的同时采用
四班三倒的方式组织生产，
共有390多人坚守在工作一

线，约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
一 ，为广大用户提供可靠
的电煤供应。

李章金说：“按照值班
安排，我们在连续上班21天
后，正月初九就能回家与亲
人团聚了。春节我们坚守在
采煤一线，亲人们都给予理
解和支持。团聚是快乐，奉
献也是快乐，我们采煤工人
将收获两种快乐。”

白音华煤田：工人过年忙采煤
文/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河套农民：老把式成了土专家
文/新华社记者 陈 磊 李云平 于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