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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致富牛”越养越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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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腊月里的科右中旗，

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清晨

6 点，天还未亮，额木庭高

勒苏木布拉格台嘎查的养

牛大户王德奎就已经给牛

添完了草料，一如往常地拿

出舍饲养殖书开始学习。

“现在嘎查里养牛的

牧户都在学习，‘致富牛’越

养越多，饲养方式也从过去

的放牧变成舍饲圈养，‘老

脑筋’得赶上新时代。”“致

富牛”是王德奎对其养殖的

肉牛的昵称。4 年前，一直

给别人做牛倌的他开始自

己养牛，从最初的2头发展

到现在的 40 多头，一年的

养牛收入能达到20万元。

提到养牛，高力板镇

赛罕道卜嘎查牧民王全喜

也是动力满满。曾作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家得到

了4头基础母牛，今年就可

以繁殖，收入也将大幅增

加。“这几头牛可是我们全

家的宝贝呢，以后的好日

子就指望它们啦！”王全喜

说。近年来，为了帮助贫困

户尽快脱贫，科右中旗政

府给每个贫困户每人一头

价值1万元的基础母牛。

作为自治区蒙古族人

口比例最高的县级区域，多

少年来游牧生活的印记深

深烙在科右中旗这片土地

上。在禁牧的同时如何带动

群众脱贫致富？科右中旗的

回答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并重，全力推进以禁牧、

禁垦、禁伐为主的“三禁”工

作，严禁农牧民放牧。同时

大力推行舍饲圈养，建设人

工草地和饲料基地，优化畜

牧业结构，减羊增牛，缓解

生态环境承载压力。

在东达百利舸扶贫产

业园肉牛育肥基地，2900

多头西门塔尔牛刚刚在这

里“安家落户”。2019年，科

右中旗立足肉牛存栏和草

原资源优势，成功引进了

山东阳信鸿安集团广富畜

产品有限公司和阳信亿利

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两家

国内知名肉牛龙头企业，

构建起集肉牛育肥基地、

饲料基地、牲畜交易、牛肉

加工冷链物流为一体的区

域高效生态循环产业链。

“一家一户散养方式

存在良种化程度低、经营

粗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

问题。我们通过培育产业

化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

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养

殖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构筑起市场牵龙头、龙头

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畜

牧产业化经营格局，引导

养牛业从一家一户散养向

规模化养殖转型。”园区管

委会主任吴瑞军介绍说。

为了进一步提高规模

化养殖水平，新佳木苏木将

哈巴斯台嘎查原有的4个合

作社整合成养牛联合社，与

内蒙古蒙犇畜牧有限责任

公司合作，由蒙犇公司担保

贷款1200万元、嘎查自筹资

金160万元，投资建设养殖

小区。目前养殖 1000 多头

牛，其中基础母牛900多头，

繁育牛犊236头。

“‘龙头企业+基地+

养殖户’的经营模式，通过

统一品种、统一饲料、统一

养殖、统一回收，引导带动

更多农牧民通过科学的圈

养实现脱贫增收。”新佳木

苏木党委书记白全福说。

为了保证养牛业的饲料需

求，新佳木苏木还协调资

金 160 万元建了一家现代

化的饲料加工厂。

“养牛不光让咱鼓了

腰包，也让沙尘天气越来

越少，山越来越绿，草场越

来越丰茂。野兔野鸡也比

往年多了。”42岁的额木庭

高勒苏木车家营子嘎查牧

民吴吉日嘎拉逢人便讲述

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年终盘点，乌拉特前

旗许多贫困户实现稳定增

收。小佘太镇永红村村民

郄蛆小高兴地说：“以前我

们这旱地产量低又卖不上

好价钱。现在跟上丰达源

公司种小杂粮，公司给我

们低价赊销籽种，免费提

供有机肥、地膜、滴灌毛

管，并负责高价回收，全程

有技术人员指导，2019 年

我种了35亩血麦收入将近

2万块钱，算下来比以往增

收了8000多块钱！”

丰达源公司是一家经

营小杂粮的龙头企业，与

当地 220 户贫困户签订了

8000 亩小杂粮种植订单。

由企业向农户低价赊销优

质籽种，免费补贴种植所

需生产资料，并聘请科技

人员为农户全程给予技术

指导。秋收时，以高于市场

价 0.5~3 元/斤 的 价 格 回

收，带动当地农民种植小

杂粮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乌拉特前旗是巴彦淖

尔市脱贫攻坚主战场。全

旗 33.6 万人口中，2016 年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

7350户13737人，占全市总

贫困人口的37%。

面对如此繁重的脱贫任

务，乌拉特前旗旗委、政府把

脱贫攻坚作为首要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压实攻坚责任，

强化攻坚举措，全力补齐短

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乌拉特前旗贫困人口

主要集中在“一区两带”，

即山旱区、黄河北岸贫困

带、乌梁素海周边贫困带。

受黄河及乌梁素海长期阴

渗影响，周边耕地高度盐

碱化，而山旱区缺水少雨、

生态脆弱，普遍立地条件

差、产业基础薄，这些区域

集中了全旗 70%的贫困人

口，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

须要啃下的“硬骨头”。

“这是在我们家门口

种下了一个‘绿色银行’，既

美化了环境，又增加了收

入，两全其美。”新安镇羊房

子村支书赵官元所说的“绿

色银行”，指的是当地政府

引导村民在改良后的盐碱

地上栽下的千亩采摘园。村

民在挂果前的采摘园里发

展林下经济，种植仿野生藏

红花300多亩，仅此一项使

村集体经济增加了6.2万元

收入，实现了历史上零的突

破。贫困户靠着在红花基地

打工年人均增收5000元。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

2019年，乌拉特前旗共投入

产业园扶贫项目资金5883

万元，建成了旗级扶贫产业

园5个，跨区域产业园2个，

苏木镇已实施的产业项目

22个，先后推广了仿野生中

药材种植、小杂粮种植、高端

果蔬种植和朗德鹅、鱼菜共

生等特色种养业。当年，全旗

中药材种植达到10万亩左

右，小杂粮种植12200亩，高

端果蔬种植350亩，为贫困

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巩固脱

贫成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乌拉特前旗一改过去

“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的扶贫方式，使脱贫质量

和成效显著提升。

5年间，全旗贫困人口

减少18635人，贫困发生率

由 2014 年的 5.2%下降到

0.16%。2018 年 11 月，该旗

接受了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验

收，并于2019年4月6日通

过自治区公示，顺利实现

“脱贫摘帽”。

2019年清明时节，黑龙

江省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分局

民警以及自发前来的当地群

众，聚集在南山烈士陵园武

殿生墓碑前，共同祭奠这位

为公安事业奋斗终生的烈

士。

武殿生，男，中共党员，

1953年11月8日生于黑龙

江省海伦县（今海伦市），

197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77年退役后成为伊春

市公安局伊春分局旭日派出

所民警。1980年8月13日，抓

捕犯罪嫌疑人时，武殿生被

对方扔出的手榴弹击中，不

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武殿生在部队服役期

间，遵守纪律、勤奋工作，两

次受到连队嘉奖。参加工作

后，他工作的辖区为棚户区，

人口多、治安秩序差。为尽快

熟悉工作，他对辖区的常住

人口坚持入户熟悉，有的住

户白天家中没人，他就利用

晚上及星期天、节假日去辖

区走访，熟悉人口情况。通过

不懈努力，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他就将辖区人口情况、每

个家庭经济情况熟记在心。

在担任户籍警两年多

的时间里，武殿生凭借扎

实的基础工作及认真细致

的工作作风，破案10起，亲

手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

人员 35 人，为刑侦部门提

供破案线索协助破案 45

起。1979年末，在全省户籍

民警业务考核中，武殿生

获得优异成绩。

辖区内有一户身有残

疾的老夫妻，身边无人照料。

武殿生了解情况后，就把照

顾他们的担子承担下来，还

经常掏腰包为两位老人买

药。3年中，他收到了人民群

众70多封表扬信。

工作上，武殿生公私分

明。一次有个熟识的干部求

他与户政部门通融通融，为

其一个亲戚办理农转非户

口，被武殿生当场拒绝了。可

过了几天，这个人又来到武

殿生的家中，送来了猪肉等

礼物，武殿生退回了礼品，还

找到这个同志耐心地解释户

籍政策，并教育他要按政策

办事。

武殿生在当户籍警两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帮教12

名有恶习的青少年，这些人

都改掉了恶习，其中有的还

考上了大学。由于他紧紧依

靠群众，有效地做好了预防

犯罪工作，管区内的发案率

逐年下降，得到了群众的交

口称赞。

1980年8月11日晚，一

临时工因没有转为正式工人

而对单位领导怀恨在心，身

带盗来的10枚手榴弹，先后

把3枚手榴弹甩进3位单位

领导家屋内，随后带着剩余

的手榴弹潜逃。那段时间，武

殿生正患病在家休息，他不

顾重病在身，立即投入到追

捕逃犯的战斗中。当搜索到

一条偏僻的街道时，他发现

了爆炸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便不顾一切地猛冲上去，被

犯罪嫌疑人甩出的一枚手榴

弹炸中，倒在地上，因其伤势

过重，经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

武殿生同志牺牲后，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

命烈士，1980年11月8日，公

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2009年9月，他被评选为新

中国成立60年来黑龙江省

公安保卫战线最具影响力英

雄模范。（据新华社报道）

乌拉特前旗：用“精准滴灌”扶贫方式实现“脱贫摘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武殿生：以忠魂谱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