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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现代农业催生“五原样本”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韩继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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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后，五原县隆
兴昌镇锄禾农业园区的
特色农产品迎来了销售
旺季。菜农周学军和弟弟
一起经营管理着10多栋
温室大棚，每天开着三轮
车当起了临时搬运工，忙
着将温室大棚出产的黄
柿子、吊瓜等农产品拉运
到县城里的门市部，再由
儿子和女儿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出去。

“现在这些农产品全
凭在网上销售，这几天黄
柿子能卖到每斤12元。我
们主要种植‘灯笼红’香
瓜、西甜瓜、黄柿子、火
龙果、葡萄等特色农产
品，一年四季都有供应，
温室大棚和拱棚一年能
刨闹近100万元。”聊起现
代农业带来的新生活，周
学军幸福的喜悦溢满脸
庞。

而在五原县一、二、三
产业融合示范园展示大
厅，各种五颜六色的蔬果
长势正旺。这里有蒙草公
司搭建的农业大数据平
台，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推动信息化与现代农牧业
加速融合。

据技术人员现场演
示，该平台可为全县提供
农作物生长、病虫害预防
治疗、精准施肥灌溉、牲
畜疫病防治、农产品价格
等多种农业信息服务，使

当地实现了农业技术服
务“一网覆盖”，农业资源
数据“一键获取”，可以有
效监控农畜产品的产量
和质量。

在河套电子商务产
业园，年轻创客们抢抓年
货销售的有利时机，通过
互联网将河套面粉、羊
肉、植物油、葵花籽、糖
玉米、蔬菜瓜果等土特产
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
各地。

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主任王景繁介绍说，这座
由政府投资建成的电子
商务产业园，集众创空
间、实训基地、第三方服
务平台、仓储分捡配送中
心为一体，目前已入驻电
商企业、创客230户，带动
3000余名年轻人实现创
业就业。

这个以年轻人为主
体的团队在这片沃土上
大施拳脚，将一个个名不
见经传的河套土特产品

“点石成金”，通过互联网
销往全国各地。

农村土鸡蛋由原来
不到1元卖到3元/颗，鲜
食玉米由1元卖到7.8元/
穗，地方小吃红腌菜由12
元卖到80多元/件，“灯笼
红”香瓜、黄柿子走出河
套畅销全国，葵花籽、南
瓜子等农产品更是通过
跨境电商，出口到东南

亚、欧洲、中东等国家。
从 2015 年 发 货 8 万

单、实现销售额3000万
元，到2016年发货150万
单、实现销售额1.3亿元，
再 到 2017 年 发 货 300 万
单、实现销售额4.7亿元，
成立仅仅4年的河套电子
商务产业园区销售额呈
现出几何级增长的发展
态势。

内蒙古巴彦绿业实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
套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管
委 会 主 任 杨 正 茂 说 ：

“2018年园区新开发包装
了蜜瓜、南瓜等特色农产
品，销量继续保持高增长
态势，销售额达到了5.9
亿元。”

电子商务大大拓宽了
河套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给农民带来了滚滚红利。
新公中镇永旺村村民王俊
峰今年种了40亩甜糯玉
米，全部和电商企业签订
订单，搭上互联网快车卖
上了好价钱。他喜滋滋地
说：“通过电商这个平台，
每亩玉米收入2000多元，
是原来的1倍多。”

五原县地上无山、地
下无矿，最大的资源就是
黄河水润泽的230万亩水
浇地，这是一笔取之不尽
用 之 不 竭 的 “ 绿 色 宝
藏”。

近年来，五原县委、

政府不断深化对县情和
资源禀赋转化规律的再
认识，以“天赋河套”区
域公用品牌创建为引领，
创新发展理念，重构农业
版图，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和
产业互联两发展，全力打
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网上电商平台，使绿色
的、鲜活的农畜产品，变
为商品、成为了“奢侈
品”，由田间到餐桌，24
小时到达全国各地。

从2015年起，五原县
累计投入5亿多元建成河
套电子商务产业园、自治
区供销社“E供销”电商平
台、五原快递物流园、仓储
物流中心、农村电商服务
网络、人才公寓楼等配套
设施，为农商互联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把更多更好
的河套优质农畜产品销往
全国市场，实现了“鼠标一
点、行销天下”。

与阿里巴巴、京东商
城等36家大型电商合作，
开发了“根在草原”“瑾优
易购”等产业平台，成功
孵化创业公司和网商612

个，培育了“玉米加农炮”
“晒阳阳”“先蛋先鸡”“贵
妃香”“黄金纬度”“敕勒
川”等36个网销品牌，覆
盖辐射30多家农畜产品
加工企业、200多个专业
合作社、1万多农户订单
种植。

为畅通延伸农村电商
服务网络，五原县还成立
了电子商务进农村县级运
营中心，在全县117个村组
开设村级服务站点，初步
建成县、镇、村3级物流体
系，培育孵化了“河套购”

“河套宝”“根在草原”3个
本土化电子商务服务平
台，并积极引导电商企业
推行“电商+种植户”“电
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电商+传统企业”3种模
式，利用淘宝网、京东商
城、微信等平台，扩大河套
地区优质农产品销售覆盖
范围。

“乡村货的”快递物流
二元配送体系搭建完成，
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
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既方
便了农民购买日用品、农
资等消费品，也促使地产
农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向

全国。
“以前拉着散养土鸡

蛋到处推销，一颗最多5
毛钱，还不好卖。现在网
上销售，不但价钱翻了几
番，还供不应求，一年纯
收入20万元不成问题！”
五原县和胜乡和丰三组
土鸡散养户王金年高兴
地说。

村联盟是一家从事
村级配送服务的企业，通
过整合传统商贸、快递、
物流等业务，把货物资源
和车辆资源统一管理，为
全县各乡镇村组提供快
递下乡业务。

胜丰镇美丰村服务站
负责人李鹏说：“以前收一
下快递也挺麻烦的，还得
去县城或镇里取件，现在
方便了，家门口就能拿到
快件，也能把生鲜农产品
及时发运出去。”

电商产业发展风生水
起，五原县先后被评为全
国电子商务示范县、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全国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典
型县等殊荣，成为“互联网
+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典
型样本。

在浙江宁波鄞州区横
溪镇金峨村朱家峰，有一
座名为“雪纯”的烈士纪念
亭，亭四周有青砖灰墙围
护，松柏环绕，庄严肃穆。
亭两边柱上刻着“为真理
四处奔波宣传马列，誓抗
日皖南突围捐躯祖国”两
行字，描述的是我党文化
战士朱镜我。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
笔名雪纯，1901年生于浙
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
区）。在他10岁那年，父母
相继去世，被寄养在外祖
母家。1920年7月，朱镜我
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
公费留日学生，并于1924
年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
会学系，1927年毕业。

1927年10月，为支持
革命文学事业，朱镜我回

到上海，加入文化革命团
体———创造社，主编《文化
批判》月刊。他宣传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提出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并
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此书成为我国最早出版的
恩格斯名著的全译中文单
行本。1928年5月，朱镜我
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9年，中共中央文
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
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1930年3月起，先后任
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
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中
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朱镜我任第一任党团书
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

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
团书记，领导革命文化运
动和党的宣传工作。

同时，朱镜我还以一
名文化战士的姿态，积极
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了
《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
剖》《意识形态论》《起来，
纪念五一劳动节》《徘徊
在十字街头的，究竟是
谁？》等系列文章，宣传马
克思主义，抨击国民党反
动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
呐喊助阵。

1931年冬，朱镜我调
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2年秋介绍陈赓同鲁迅
面谈。1933年初，党中央机
关迁往江西苏区，决定在
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翌
年，朱镜我被任命为上海
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参与

领导极端艰难情况下的白
区地下斗争。

1935年2月，上海中央
局遭到敌人破坏，朱镜我
被反动当局逮捕。他在狱
中大义凛然，面对敌人威
逼利诱坚贞不屈，身患重
病仍用诗人雪莱“冬天到
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
句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
争。

1937年6月，经党组织
营救，身患重病的朱镜我
获释。未等病体恢复，朱镜
我便奔走浙江各地宣传抗
日。1937年9月起，他先后
在宁波和杭州建立了中共
宁波临时特别委员会、中
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

以及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
委员会。

当时，地方党的活动
经费很困难，朱镜我回到
老家，将家产抵押，变卖10
多亩土地，用作党费和革
命事业的活动经费。

1938年春，朱镜我调
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
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
部工作，主编《剑报》副刊。
同年秋到皖南新四军军
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
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
物《抗敌》杂志主编。

1940年，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向皖南新四军逼近。朱镜
我于6月间创作了《我们是

战无不胜的铁军》一歌歌
词，由何士德谱了曲。这是
一首战斗性很强的歌曲，
表现了工农武装奋勇杀
敌、百折不挠的意志，在新
四军广为流传。

1941年1月，在皖南事
变中，朱镜我随军部撤离
安徽泾县云岭，遭遇国民
党军队的重重包围。12日，
朱镜我在突围时壮烈牺
牲，时年40岁。

1998年，当地政府拨
款10万元建了烈士纪念
亭。近年来，当地政府还出
资维修了朱镜我故居原
址，并新建了朱镜我纪念
公园，占地逾2亩。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朱镜我：以笔为刃的文化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