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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小燕麦迸发扶贫大力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施佳丽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一大早，曹万业就开
始在院子里忙乎开了。“去
年燕麦种晚了，今年我早
早备好，就等着开春的第
一场雨了。”

曹万业是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可镇巨字号村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轻时
在水泥厂打工落下病根，时
间久了发展成了肺心病。

“就是这个病把我家给拖累
的，下地干不了重活不说，
每年还得花好多医药费。”
戴着口罩的他说起话来有
点气喘，“地里就只能种点
燕麦了，老伴还能搭把手。”

在武川县，燕麦种植
历史悠久。黑黄交错的沙
土、集中的雨水、长时间的
日照，是燕麦生长的最佳
条件。据记载，武川县是世
界燕麦发源地之一，被誉
为中国的“燕麦故乡”。

“燕麦亩产低，我们这

的农民大多数不愿意种。
前几年，燕谷坊来跟大家
签种植收购合同，种的人才
多了起来。”曹万业去年跟
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燕谷坊）签了订单，产出
的8000多斤燕麦全部卖给
了燕谷坊。“没细算过账，但
是收入个一万块钱没问题，
我打算今年继续签50亩！”
他还激动地拿出燕谷坊发
的奖状，“金牌农户”这四个
字，他骄傲地念了好几遍。

在可镇，和燕谷坊签
订燕麦种植合同的农民大
有人在，大家都说，有燕谷
坊在，他们种粮增收有信
心。燕谷坊每年的订单收
购价高于市场价30%到
40%，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
行订单扶贫“三到户”服
务，并承诺每亩给18元的
收割补贴和每吨 20元的

拉运补贴。这样一来，一纸
合同使燕麦农户吃到了

“四不愁”定心丸：不愁劣
种坑农，不愁种植技术中
的盲点，不愁燕麦卖不出
去，不愁价格卖不上去。

“我就是村里长大的，
农民的艰辛我是深有感
触。”燕谷坊执行董事孙玉
祥感慨地说，“所以，当初
创办企业就选择了武川
县，想把当地的特色农作
物燕麦做大做强。现在，我
们自主研发的双涡流研碾
创新工艺突破了裸燕麦成
米的加工瓶颈，裸燕麦分
层破壁技术已处于国内一
流国际领先的水平。作为
本土企业，我们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责无旁贷，今后
还要覆盖更多的贫困户。”
目前，该公司已对533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帮扶脱
贫，让种植户拥有了“造

血”功能，不再是简单的通
过“输血”解一时之急。

为了扩大燕麦种植规
模，发挥产业在脱贫攻坚中
的支撑作用，武川县重点引
进、建设以燕麦为原料的涉
农企业，带动贫困户实现脱
贫。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贝、
兴农华泰等一批企业落地
武川县金三角工业园区。去
年，内蒙古西贝汇通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与5000多
户农户签订了6万多亩的燕
麦种植与保价收购合同，兴
农泰华2万亩有机燕麦基地
大大带动了农户规范种植
燕麦。龙头企业的带动为燕
麦从种植到精深加工全产

业链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带
动了燕麦产业的整体发展
和效益提升。

同时，武川县还以燕麦
农耕文化为基础，不断深入
挖掘燕麦的文化内涵，推出
了以燕麦为主题的地方文
化节庆活动———“内蒙古·
武川燕麦文化节”，吸引了
大量区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品味乡土美食，欣赏田园美
景，一批批以莜面美食为主
的餐饮企业渐渐兴起。

“武川县燕麦种植面积
从15万亩扩大到了25万亩，
其中订单种植面积12万亩，
产量也从1.5万吨提高到2
万吨左右。产业发展带来的

不仅是规模化效应，还体现
在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上。过
去，作为粮食加工原料，燕
麦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每公
斤2元左右，现在燕麦的收
购价格到了每公斤3元。价
格的上涨让农户们看到了
最直接的效益，过去燕麦因
产量低，种植效益低的历史
正在被改写。”武川县副县
长张海涛一语中的。

一粒小小的燕麦，正
迸发出产业扶贫的巨大力
量。有产业、有奔头……在
武川县的各个乡村，随着
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这
样的景致正逐步成为一种
常态。

改革先锋风采

学而言宪、为国为民。
1953年，24岁的中国人民
大学教师许崇德被借调到

“宪法起草委员会”资料
组，给宪法起草委员会整
理材料，并提供相关资料，
还整理了征求意见、全民讨
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

“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
宪法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开
天辟地的第一部宪法。”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
怀仁堂，1226名全国人大代
表在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1954

年宪法，这成为许崇德一生
中最激动的一刻！

1980年9月，五届全国
人大第三次会议作出修改
宪法的决定，成立了由叶
剑英任主任委员的宪法修
改委员会。许崇德当时在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主要负责《国家机构》
部分的起草。他夜以继日
反复草拟条文，历时27个
月，为宪法草案的完善提
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其中很多被采纳了。

为了让群众更多地参

与立法的讨论，许崇德跑了
上海、天津等16个大城市对
宪法草稿进行宣讲。1982年
12月4日，经过全民大讨论
的宪法草案高票通过。许崇
德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一
批宣传新宪法基本精神、内
容与重大意义的文章，并编
写了《中国宪法》等多种教
材及教学大纲。

许崇德还参与了香港
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工作。1985年，许崇德开始参
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的工作状况紧张而艰

苦，“驰驱不计温差骤，心意
原为国运亨！”就是他为国为
民的写照。1988年澳门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许崇德
又投入到澳门基本法的工
作中。许崇德花费了八年时
间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

1998年6月，许崇德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
开讲第一课宪法；2002年
12月，新当选的中央政治
局领导集体学习宪法，许

崇德就新中国宪法的发展
历程、宪法精神与宪法实
施等问题作了讲解……

作为新中国宪法学的
奠基人之一，许崇德是德
高望重的宪法教育家，也
是宪法理念的普及者。“大
学之大不在乎有大楼，首先
要有大师、有人才。”许崇德
共发表论文300余篇，集毕
生学术积累撰写的70万字
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史》，成为新中国宪法史研
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一生培
养了众多优秀宪法学者和
法律实务专家，为中国法学
和法治事业的人才培养作
出了卓越贡献。

“学而言宪六十载，身
以传道三千徒”。2014年3
月3日，许崇德教授因病逝
世，这副挽联是他一生的
真实写照。

（据《人民日报》）

我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许崇德———

学而言宪 奉献法治事业

他曾是国民党军队少
将，为了民族复兴与国家
富强，却舍弃高官，毁家纾
难，毅然投身抗战事业，最
终以身殉国———他就是著
名抗日民族英雄鲁雨亭。

鲁雨亭，1899年出生
于河南省永城县（今永城
市），1920年毕业于河南开
封宏威士官学校，先后担
任军法官、军法处处长、县
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他奋笔写下《国难中
敬告全国当局书》一文，发
表于10月21日天津《大公

报》，奉劝当局“立息内战，
止戈言和”，“牺牲成见，忍
痛救国”。1937年初，鲁雨
亭出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
长。同年11月，经李宗仁推
荐，他被委任为永城县县
长，为抗日救亡，他组织成
立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动
员委员会，开办青年训练
班，组织工作团，在全县推
动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
永城县委的帮助下，鲁雨
亭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弹
药，筹集活动经费，在永城
组织抗日联防自卫队等抗

日武装，并于1938年11月
正式建立了永城县抗日游
击队。在鲁雨亭等领导下，
游击队活动在永（城）、夏
（邑）、砀（山）、萧（县）一
带，打开了芒砀山区的抗
日局面。

1939年1月，彭雪枫率
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永城
一带，开辟豫皖苏抗日根
据地。鲁雨亭派人与新四
军建立联系，并根据自己
多年的经历做出重大抉
择，走共产党的路，请求将
永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他由衷地表示：“要救国救
民及达到世界人类真正的
和平与幸福，自己只有站
在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下，
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1939年8月，永城游击
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
支队第一总队，鲁雨亭担任
总队长。9月，由新四军游击
支队参谋长张震等介绍，经
中共中央批准，鲁雨亭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
革命征程。他率领第一总队
活跃在芒砀山区，打击日伪
军。在几个月的战斗中，毙
伤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
壮大到近3000人。

1940年4月1日，日军
3000余人分四路向芒砀山
区分进合击。鲁雨亭身先
士卒，战斗在第一线，率领
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
攻。鲁雨亭被敌人重兵围

困于李黑楼阵地，他放弃
安全突围的机会，带领部
队与日寇展开殊死的血
战，不幸壮烈牺牲，以身殉
国，时年41岁。

鲁雨亭烈士后人为传
承烈士精神，2008年开始
发起“雨亭行动”，以当年
鲁紫铭、鲁雨亭父子在故
乡兴学时“为国储才”的遗
训为主旨，“以雨润才，以
亭护才”。（据新华社报道）

毁家纾难抗日殉国———鲁雨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