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尔虎草原传扬着一
个草原母亲凡人不凡的故
事。

3个儿子全部英年早
逝，留下4个未成年的孙子，
她不仅把他们抚养成人，而
且培养成了大学生。面对厄
运，她用坚强、仁爱、辛劳撑
起濒临破碎的家，还成为远
近闻名的致富能手、扶贫模
范。

她叫斯布格道尔吉，73
岁，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
左旗甘珠尔苏木伊和呼热
嘎查牧民，共产党员，也是一
名退休教师。

“也许是奶奶当过老师
的缘故，对孩子的教育，周边
草原几乎无人能比。”老人的
长孙阿斯汗今年从中国农
业大学硕士毕业，即将赴日
本留学。在他的记忆里，奶奶
对他们堂兄弟4人，既注重精
神激励又严格要求，从不迁
就、纵容。

他记得，上小学时，有
一次同学说他没有爸爸，他
就与人打了一架，打输之后，

哭着回家找奶奶要爸爸。奶
奶一脸正色地说，与人打架
不是真本事，只要学习好，就
能赢过别人。爸爸的肩膀再
强壮，也只能依靠一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渐
渐懂了———独立、自强、长
本事，是奶奶要传授给孩子
们的法宝。

“其实，当孩子们念叨
爸爸的时候，我的心会被刺
痛，但眼泪只能往肚子里
流。”斯布格道尔吉说。

在孩子们眼里，奶奶没
有泪水，没有唠叨，只有默默
忙碌的身影。

儿子们去世后，老人成
了全家的顶梁柱，生产、生活
全由她一手来操持，老伴和
留在家里的大儿媳是她的
左膀右臂，但作为“左膀”的
老伴也于2013年去世了。

“如果没有这个好婆
婆，我们的家早就散了。”大
儿媳斯琴其木格动情地说，

“当年，婆婆也劝我改嫁，说
把孩子留给她。我请求她让
我留下来，我舍不得孩子，也

舍不得她……我结婚时，她
亲亲我的脸说，‘有缘的姑娘
来我家了’，这句话让我记一
辈子。”

在这个家里，人人都有
温情，但事事也有规矩，谁的
活谁完成，别人不能帮忙。老
人立规矩，也带头执行。

一个春天的早晨，残雪
未消，寒意料峭，孩子们晨起
推门，惊讶地发现，草地上立
起一个垒得整整齐齐的干
牛粪垛。孩子们心里明白，这
是奶奶辛苦一宿完成的“任
务”。自此，规矩从未有人打
破。

4个孙子从10个月大断
奶后就与老人一起生活，但
老人希望孩子们“飞”得更
高、更远。阿斯汗上五年级
时，老人就让斯琴其木格领
着孩子到几千公里外的呼
和浩特市求学，其他几个孙
子也陆续由老伴陪着进城
上学，所有的费用都由老人
在草原独立经营畜牧业来
支撑。

老人把所有牲畜分成

三份，一个儿子家庭一份，打
耳标来区分，每户每天的生
产、生活收支情况都认真记
账。一本账算明白，家务事就
说清楚了。

孙子们开学，所有费用
做好预算一次性打到银行
卡里，不能中途增加，防止乱
花钱。

虽然有退休工资，又有
丰厚的畜牧业收入，但她自
己节俭得还穿打补丁的裤
子。一次，一个上门收羊的贩
子看不下去了，开玩笑说：

“现在还有谁穿这种裤子，我
给您买6条新的。”

斯琴其木格讲完这个
故事感慨道：“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我们何以报答
母亲？”

甘珠尔苏木的苏木长
（乡长）满都呼说，老人在努力
树立一个良好的家风，这对孩
子来说是最大的人生财富。

斯布格道尔吉一家现有

700多只羊、118头牛和53匹
马，还有约600只羊羔正在陆
续出生。这在周边牧区是少有
的牧业大户。一位年逾七旬的
老人何以成就如此庞大的家
业？

“这里的草地年年重生，
有好生态就有好生活！”老人
有其独特的生态观和致富经。

她将自家3万余亩草场划
分成4块，一年四季在4个放牧
点之间轮牧迁徙，每隔10多天
转一次场、搬一次家。这一小
范围的游牧生态系统，让她家
的牛羊膘肥体壮，到了秋天还
能收割数量可观的过冬牧草。

“每一块草场上的草量和
品种都不同，有的草羊吃了长
油膘，适合秋天吃；有的草利
尿，羊吃了掉膘，不适合夏天
吃。”在她看来，这种逐水草而
牧的生产方式不仅有利于牲
畜生长，更重要的是留给草原
休养生息的时间，有利于生态
恢复。

周边的牧民从她家的实
践中看到了轮牧的好处，但没
有人效仿，因为他们觉得一年
四季在草原上搬来搬去太辛
苦了。

老人曾经带领7个贫困户
建立合作社一起劳动致富，但
仅一年，一些牧民就因不堪游
牧生活和老人的严格管理而

“脱离组织”。
因为家里劳动力严重短

缺，多年来，老人以优厚的待
遇雇佣贫困户以达到自助和
扶贫相结合的目的。羊倌初
一就是其中之一。初一月工
资5000元，干满1年还给10只
羊羔。

初一说，老人是他最佩
服的人，周边草地上还坚守
在生产一线的牧民中，她年
纪最大、最有钱。老人腿脚还
有病，为什么不去城里享福？

老人回答说：“等孩子
们成了家、立了业，我的责任
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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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寸草心 何以报春晖
———记坚强的草原母亲斯布格道尔吉

文/新华社记者 柴海亮 勿日汗

爱国情 奋斗者

达拉特旗农民尝试自主规模化经营土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钱其鲁

徐宝珊：一门三英烈 声名永流芳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
旦召苏木最近有一件引人关
注的事：道劳哈勒正村七社
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尝试自
主规模化经营土地。村民将
1700多亩土地以入股的形式
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年底
分红。

近一个月来，七社60岁
的社长兼合作社理事长白
占清每天在地里指挥车辆，
将一些横亘在零散的耕地
之间的沙丘、沙坝以及田埂
推平。据他讲，过去道劳村

就是一片沙地，沙丘遍布，
经常发山洪。沙地被山洪冲
击后带来好多淤泥，就在沙
丘之间沉积下来，形成了很
多凌乱分散的耕地。全社四
五十户人家分这五百多亩
地，人多地少，村民生活很
困难。

而且每块地有好有坏，
为了公平起见，村集体就把
每块地平均分配给村民。即
便是两三亩的地也是几十家
分，一户人家十多亩地分散
在了20多处。这种分散种植

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增加
了成本。

2001年以来，道劳村上
马了国土整理项目，村民也
逐渐对沙地进行了开垦，七
社的耕地面积达到了4000多
亩。有3000多亩已经集中连
片，能够进行规模化种植。还
有1000多亩地依然是分散状
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
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倡导，加
上一些龙头企业的带动示
范，白占清琢磨着先把分散

的土地通过整理集中连片，
全部上滴灌设备，然后尝试
统一经营。这样能有效降低
农机和农资成本，增加产量
和效益，还解决了目前农村
劳动力缺乏、土地面临撂荒
的问题，同时耕地面积也有
所增加。

经过认真的筹划，科润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七社正
式成立。村民以1700多亩土
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年底通过收成进行分红。合
作社运营后，这些地只需要
四五个人就可以打理。村民
可以腾出手来发展养殖、外
出打工，增加收入。

村民郭文华说：“把土地

交给合作社经营，老百姓省
了很多事。而且交给本社的
合作社比流转给别人放心。
我们通过其他方面还能多挣
钱，大家非常赞成。”

白占清说，七社的这种
模式在达拉特旗是首次出
现，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以
后应该是大势所趋。

在鲁西北平原蜿蜒的徒
骇河畔，静卧着3位英烈的陵
墓，这就是徐河口三英烈士
墓。三英烈士墓位于山东省
聊城市茌平县胡屯镇徐河口
村西南1公里处，是为纪念在
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徐宝珊和
徐宝璧、徐宝珍三兄弟而建。

徐宝珊，1908年出生于山
东博平（现为茌平）。他是家中
兄长，下有6个弟弟和1个妹
妹。少时学习勤奋、成绩优秀，
后因父亲有病辍学返乡。全

国抗战爆发后，博平群众自发
组织起来，成立联庄会，徐宝
珊被推选为联庄会会长，率领
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10月，徐宝珊组
建抗日武装。后被编入山东
省第6区行政公署专员、保安
司令范筑先所部第32支队第
2团，徐宝珊任营长。

1938年，徐宝珊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9年初，兼任博
平县第1届抗日民主政府县
长，对外称“博东行署主任”。

同年2月，所部扩编为筑先抗
日游击纵队第7团，任团长。为
解决部队给养和军属困难，
毅然决定将家中积存的粮食
拿出来充作军粮。

1940年6月，徐宝珊任八
路军第129师新编8旅24团团
长。所部整编后，即开赴冀南
地区。按照冀南军区部署，8月
20日，徐宝珊率部投入百团
大战。因在百团大战中战功
卓著，第24团被授予“模范战
斗团”称号。

1941年7月，徐宝珊作为
代表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时
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后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2年5月中旬，日军为了消
灭活动在太行区的八路军
总部和第129师领导机关，出
动万余兵力，对太行根据地
实行“铁壁合围”。25日，徐宝
珊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

县）麻田地区突围战斗中牺
牲，时年34岁。

徐宝珊和三弟徐宝璧、
五弟徐宝珍三兄弟都牺牲在
抗日战争中。1947年，中共博
平县委在徐家河口召开追悼
会。有人写了一副挽联寄托
对徐家三英烈的缅怀之情：

“一门三烈士，兄前仆，弟后
继，抗战救国，堪同杨门媲美；

七子尽英豪，屋俱焚，财充饷，
毁家纾难，可与子文齐芳！”

至今，徐家三英烈的故
事还在家乡流传。2015年，徐
河口三英烈士墓也作为抗战遗
址、纪念设施被列入山东省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党政部
门、中小学校在清明节、烈士
纪念日等，组织纪念活动，牢
记先烈遗志。（据新华社报道）

◎◎数字中国

留个影
4月28日，游客在紫蓬镇新农村的玫瑰花种植园内拍照。近年来，安徽

省肥西县紫蓬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以玫瑰花种植及深加工为特

色的生态休闲农业，以花为媒，助力乡村振兴。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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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中外科学家获得我国首届“墨子量子奖”

2019年4月29日 本版主编：马 强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玉 峰

新华社消息 墨子量
子科技基金会4月26日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布
2018年度、2019年度“墨子
量子奖”获奖名单，12位中
外科学家获得这一荣誉，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人民币
100万元和1枚黄金奖章。

近年来，中国量子信
息科研取得系列重大突
破，并发射了全球首颗量
子通信实验卫星“墨子

号”。去年7月，我国企业家
捐资1亿元成立了墨子量
子科技基金会，致力于进
一步推动量子信息科研发
展。基金会设立“墨子量子
奖”，通过广泛提名和国际
专家评审，遴选和表彰国
际上在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和量子测量等领域做出
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2018年度、2019年度的
“墨子量子奖”是该奖首次

颁发，分别授予量子计算领
域和量子通信领域的科学
家。2018年度的获奖者包括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戴维·多
伊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
授彼得·绍尔、德国马普量
子光学所研究员伊格纳西
奥·西拉克、美国俄勒冈大
学教授大卫·维因兰德、奥
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教授
彼得·佐勒和雷纳·布拉特。

2019年度的获奖者包

括以色列学者史蒂芬·威
斯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查尔斯·贝内特、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勒
斯·布拉萨德、英国牛津大
学阿图尔·埃克特、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和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安
东·塞林格。

据介绍，这些科学家在
量子信息科研的理论或实
验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比

如戴维·多伊奇首次提出了
量子图灵机的架构和可以
证明量子加速的算法；史蒂
芬·威斯纳首次提出了共轭
编码的概念，并发明了无法
伪造的“量子货币”方案；潘
建伟和塞林格的开创性实
验，使安全的广域量子通信
成为可能。

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
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陆朝阳表示，量子

力学自从上世纪初建立以
来，已经产生了两次“量子
革命”，其中第一次“量子
革命”催生了半导体、激
光、超导、核磁共振等重大
科技发明和应用。“墨子量
子奖”将致力于推进第二
次“量子革命”的发展，以
期科学家们在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徐海涛）

公安部发布小长假预警
新华社消息 公安部4月27日发布“五一”小长假交通安全预警，假

期前两天较大事故多发。
从近三年“五一”假期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假期前两天夜间20时至

21时事故最为突出；中南和华东片区事故死亡人数超过全国总数的一
半，其中中南片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农村道路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45%；私用车和货运车肇事最多，客运车辆肇事导致死亡事故风险高于全
年平均水平；未按规定让行、无证驾驶、超速行驶肇事是导致死亡事故的
三大主要原因。

据研判，今年“五一”期间全国交通安全面临以下安全风险：一是重
点旅游城市、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大。二是高速公路交通流量
激增，交通安全风险突出。三是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四是交
通违法违规行为易发多发，事故风险加大。五是降雨天气将给部分地区
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自驾车出行应关注交
通路况信息以及目的地沿途气象情况，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注
意减速慢行，切勿违规占用对向车道；保持安全车距，不开斗气车；行驶
中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
规客车。

四部门整治图片侵权等
网络版权领域乱象
《新京报》消息 4月26日，时值第19个世界知识

产权日，在2019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国
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
2019”专项行动，将开展媒体融合发展版权、院线电影
网络版权、流媒体软硬件版权、图片市场版权、网络重
点领域版权五方面专项整治。

4月11日，图片网站“视觉中国”因“黑洞照片”收
费陷入舆论旋涡，随后关闭网站。次日，国家版权局发
布声明称，将把图片版权保护纳入即将开展的“剑网
2019”专项行动。国家版权局要求各图片公司要健全
版权管理机制，规范版权运营，合法合理维权，不得滥
用权利。

此次专项行动自4月底开始到10月底结束，将开
展5项重点整治。一是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版权专题保
护，严厉打击未经授权转载主流媒体新闻作品的侵权
行为，严肃查处自媒体通过“标题党”“洗稿”方式剽
窃、篡改、删减主流媒体新闻作品的行为。 （倪 伟）

今年全国将签发统一电子社保卡
《北京青年报》消息 4月25日，人社部信息中心

相关负责人就《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工
作的通知》回答记者提问。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要在所
有地市实现签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社保卡，不
低于10%的持卡人（即至少1亿人）领取电子社保卡，所
有地市均开通移动支付服务。这意味着，持有电子社
保卡之人，在看病后不用排队即可直接线上支付或者
在购药时扫码支付。

通知中明确，计划用2~3年时间逐步实现电子社
保卡的广泛应用，形成社保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综合
应用模式。

其中，2019年，各地以身份认证、人社查询类业务
为电子社保卡基础应用场景，逐步拓展至就业服务、
参保缴费、就医购药结算等高频高黏性应用场景，探
索集成其他民生服务应用。今年要在所有地市实现签
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社保卡，不低于10%的持
卡人（即至少1亿人）领取电子社保卡，所有地市均开
通移动支付服务。

2020年，不低于25%的持卡人领取电子社保卡，普
遍应用于线上身份认证、就业人才服务、社保信息查
询、人社业务缴费、就医购药结算等业务场景，完成地
方模式向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支付结算模式的
切换。

2021年，形成实体社保卡与电子社保卡广泛协同
并用的线上线下“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为其他政务
服务、金融服务、智慧城市服务领域深入应用电子社
保卡提供全面支撑。 （解 丽）

全国农民工2.88亿人
新京报《消息》 4月28日，中国社科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
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2018~2019）》显示，2018年，在东部
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减少，在中西部地
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增加。

《农村绿皮书》显示，2018年农民工就
业形势保持稳定，农民工就业人数小幅度
增长，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比
上年增长0.6%。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
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7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8%。

分就业区域来看，主要是中西部地区
农民工数量增加。2018年，在东部地区务工
的农民工人数15808万人，在全国占比
54.8%，比上年减少185万人；在中西部地区
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2044万人，在全国占比
41.8%，比上年增加378万人，增加1.1个百分
点。

绿皮书显示，工资性收入增加仍然是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最大贡献因
素。 （倪 伟）

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
规模逾7000亿

新华社消息 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
业研究基地4月26日在京发布《2018年中国
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达7423亿
元，同比增长16.6%。

报告称，2018年，网络新闻媒体、网络
游戏（含电竞）、网络视频（含动画）依然是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三大支柱，比重占总规
模的85%。其中，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
2480亿元，除传统游戏业务外，电竞游戏成
为去年游戏市场的最大亮点。去年我国自
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95.9亿美元，同比增长15.8%。

此外，报告显示，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
已高达6.48亿人。网络短视频与其他网络版
权业态不断融合，据统计，79%的互联网用
户会通过短视频获得新闻资讯，70%的用户
会通过短视频观看音乐MV。同时，直播业
态在2018年进入调整发展期，游戏直播是
其最大亮点，市场规模突破140亿元。

（史竞男 王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