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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笔者来到王窑湾村委
会时，市驻村工作队负责人，旗、镇
包联领导，驻村干部、村委会领导
一班人马，正在利用午休时间商讨
修改王窑湾村振兴规划。

“根据党的十九大和 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的5个
方面 20字内容要求，我们提早行
动，聘请权威机构，经过多方调查
研究和讨论，初步制定了王窑湾村
振兴规划。”乌审旗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乌审旗县级包联王窑湾村领
导王永清说。

“现在正逢这样好的机遇和政
策，我们带领乡亲甩开膀子大干的
信心更足了！”王窑湾村党支部书
记朱志中、村委会主任赵占岐几乎
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边说边将手里
的规划文本递了过来。“我们要用
5年的时间，把王窑湾村建设成为
周边县城常住人口的后花园、菜篮
子、休闲养生的地方；建设成为无
定河流域调结构、促转型、发展现
代农牧业的典范；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3万元，职业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5万元以上。”沉甸甸的
《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王窑湾村
振兴规划》图文并茂，从王窑湾村
的区位优势、发展定位、规划理念
等各方面都作了详细的阐述设计。

王窑湾村地处无定河镇西南
部，是自治区最南端的一个行政
村，素有自治区“南大门”之称。
S215线穿村而过，S216在这里交
会，距离陕西省靖边县城6.8公里，
距榆林市榆阳区120公里，距鄂尔
多斯市康巴什区320公里、距乌审
旗政府所在地120公里，距包茂高
速入口14.8公里、青银高速入口10
公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全村辖

12个农业社，总户籍1091户人口
2913 人，常住户 564户人口 1540
人。

2016年以来，伴随着美丽乡村
建设，在市级“三到两强”帮扶单位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乌审旗、无
定河镇两级党委、政府及农业相关
部门的支持领导下，大力推广土壤
改良、优质高效蔬菜种植、优良牧
草种植、膜下滴灌、水肥一体等先
进农牧业技术，发展种养结合生态
循环适度规模养殖业，多方筹措资
金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育苗
中心、专家工作站、农产品质量监
测站，加快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态体系、经营体系，全村上下
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
象。

鉴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
势头，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王窑湾
村第一时间着手编制乡村振兴规
划，今年全国“两会”后，又结合乡
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
方面 20字内容要求，先后两次将
原来规划的“八大工程”改为“六
大工程”“五大工程”，在全村 5.1
万亩总土地面积上，划出两大基
地、四大园区共六大功能区，并对
每个功能区块短期长期产业发
展、项目摆布作了详细规划设
计。六大功能区，即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基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
基地、神海子湿地生态园、现代农
业园区、沙地生态观光园、休闲养
生农业园；五大工程，即产业转型
品质王窑湾工程、生态宜居兴业
王窑湾工程、乡风文明美丽王窑
湾工程、社会和谐善治王窑湾工
程、党建领航富民王窑湾工程。

来到村委会前面的一个智能暖
棚里，淡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鲜嫩
的黄瓜挂满枝蔓，随行的村支书朱志
中顺手摘下两根递给大家：“不用洗，
有机绿色的。”咬一口在嘴里，清爽多
汁，自然美味。而旁边两个大棚里，
翠绿欲滴的辣椒芹菜、肥实敦厚的葫
芦西瓜等秧苗横行纵列，满棚洋溢着
盎然生机。

这几年，王窑湾村农民因地制
宜，蔬菜种植、特色养殖颇具规模，
成为增收致富的一大特色产业。截
至2017年底，王窑湾全村累计实施
节水灌溉项目1.9万亩；建成塑料大
棚430栋、蔬菜小拱棚500个、日光
温室8栋、育苗中心1处；建成小果
园 162 处；培育年出栏 500 头以上
生猪规模养殖大户 6户，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 1家，年纯收入接近或
超百万元的养殖户4家；存栏200只
以上肉羊养殖大户30户，肉羊养殖
专业合作社 1家；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 1 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
家；在全旗率先组织成立了王窑湾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全村农牧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860 元，被
自治区农牧业厅、自治区旅游发展
委员会认定为自治区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

在乌审旗范围内备受瞩目“王窑
湾模式”吹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号
角，蔬菜产业和经济作物种植迈入快
车道。产业扶持、项目投资、技能培
训等诸多利好政策和环境，让好多有
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的新型职业农
民、种养殖大户脱颖而出，并且示范
带动其他村民积极发展规模化特色
种养，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窑湾村十一社的潘兵，是乌审
旗无定河镇王窑湾村远近闻名的致
富能手。见到他时，他和家里人正在
种植刚移植来的螺丝椒苗，忙得热火
朝天。曾经十多年的打工经历，让这
个85后小伙大开眼界；国家和地方
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让他在返乡
创业的大潮中浪遏飞舟。他从最初
的养羊、养牛开始做起，继而为了充
分利用农家肥，发展大棚蔬菜种植。
凭借着自己开阔的视野和勤劳奋斗，
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的种养结合、生

态循环的农业产业。2017年，潘兵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原来3栋的基础
上，又新增了 35栋蔬菜大棚，加之
40多头育肥牛的出售，三口之家年
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

和潘兵一样，九社的让小莉、十
社的王建仁、十一社的邵海玉等农
民，不仅蔬菜种得好，有的还当上了
经纪人，帮助乡亲们将成百上千吨有
机绿色的新鲜蔬菜销往山东、河南等
地。特别是十社的李怀莲，在积累多
年的蔬菜种植经验后，开起了蔬菜种
子肥料门市部，并积极自发地参加各
种新品种推广新技能培训，用微信发
布各种蔬菜种植、土肥管理科普知
识，热心服务广大乡亲们。

“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多年
来，我国生猪行业呈现周期性波动，
被称为“猪周期”。可是王窑湾村规
模养猪大户、八社村民刘录平和刘中
平却因适时调整种养方式、生产高品
质生猪和猪肉产品而稳立市场不倒，
确保少挣不赔。

刘录平从 2009 年开始生猪养
殖，到如今已发展到年出栏育肥猪
1300多头的规模。2017年，在村里
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中，当地的乳
酸菌养鸡让刘录平深受启发，回来
后便开始尝试特色乳酸菌苜蓿生猪
养殖，种植露天和塑料大棚优质紫
花苜蓿60多亩，确保初春和深秋苜
蓿的供应。因丰富的蛋白质、微量
元素和极高的营养价值，乳酸菌苜
蓿猪肉一上市便深得消费者喜爱。
目前，刘录平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绿凭”牌乳酸菌苜蓿猪肉，并在
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和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无定河镇红进滩村开设了两
家乳酸菌苜蓿猪肉的直营销售店，
生意非常好。

而和刘录平邻居的苜蓿养猪大
户刘中平，多年来也是凭借苜蓿猪肉
良好的质量口碑赢得稳定的消费者
和回头客。这几天，他正计划和市帮
扶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赵建刚去上
海考察全程不用抗生素的“无抗养
殖”。“如果成功了，我们的猪肉将再
提高一个水平档次，不愁卖不上好价
钱。”站在嫩绿茁壮的大棚苜蓿地里，
刘中平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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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以乡亲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原动力，
让他们过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生活。而王窑湾村民十足的干劲、
脸上的笑容，就是对乡村振兴战略
的最大回馈。用他们的话说，是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是市包扶单位，
旗、镇、村各级党委政府、包联领导
的引领带动、倾情服务的结果，是
昂扬向上、走进新时代的全体父老
乡亲们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市

“三到两强”工作队和后来的精准
扶贫工作队，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
从 2014 年 9 月包扶王窑湾村以
来，为王窑湾村投入膜下滴灌技术
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试
验展示田、冷链物流园区、智能温
室大棚、塑料蔬菜大棚、专家工作
站、优质种公羊、马铃薯和紫花苜
蓿良种等各种项目资金近500万
元，使这个曾经没有一点集体经济
收入的“空壳村”一跃成为拥有
500万固定资产、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10万元的富裕村。

“帮扶工作，不仅仅是资金，更
主要的是技术扶智和理念扶志，让
这里群众的思想理念和综合素质
发生质的转变与提升。”鄂尔多斯
市农牧业局派驻王窑湾村工作队
队长翟永清说，“今后，我们要全力
协助王窑湾村推进五大工程，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做好农业技术培训
服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帮助乡
亲们增产增收，促进当地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
在，我们无定河镇王窑湾村的专家
工作站、王窑湾种养模式在全市各
旗区也是居于农牧业技术领先的
地区。”乌审旗政协副主席、无定河
镇党委书记王刚说，“鉴于王窑湾
村民已然形成的农牧业科技培训
学习热情，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无
定河镇在王窑湾村率先启动了全
旗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基地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村、全镇乃至
全旗农牧民增收致富奔小康插上
科技的翅膀。”

“要说将来颁发王窑湾村‘荣
誉村民’的证书，大学生村官吴文
艳可是不能少。这个娃娃来村里
十年如一日，工作相当优秀踏实，
村里大事小事，涉及农牧民主体利
益的事情，她都忙前跑后，加班加
点认真办理。可以说，她已经完完
全全融在老百姓中间了。”王窑湾
村委会主任赵占岐说。“是呢！年
轻人，又是女同志，确实不容易！”
王窑湾村党支部书记朱志中接过
话茬，“这几年，像市农牧业局驻村
工作队、专家组各位成员，乌审旗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清，大学生
村官吴文艳，镇包村领导和干部，
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王窑湾村‘荣
誉村民’，王窑湾村的发展离不开
他们。”

两位村干部的话，道出了群众
的心声，也让笔者一行人深有同
感。几天的基层之行，在倾听老百
姓心声、感受美丽乡村发展变化的
同时，对所有市、旗、镇、村干部心
系百姓疾苦，沉下身子实实在在为
老百姓服务的精神肃然起敬。如
大年腊月凌厉寒冬，各级包联驻村
领导、村“三委班子”和驻村干部齐
心协力，为不误蔬菜户移苗而进行
温室幼苗；清明节期间向鹏宇、王
永清、吴文艳牺牲假期时间，坚守
王窑湾村与干群同心共御寒潮
……我们在王窑湾村听到、看到的
每一位领导和干部，每一天都是风
尘仆仆忙碌在田间地头，为老百姓
的增收致富呕心沥血，他们的身
影，成为这里最美丽的风景。

在王窑湾村，从人们舒展开的
眉眼和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农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喜悦和对党的惠
农好政策的感激之情，感到了一种
恬然和舒畅。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王窑湾村先行先试，制定详细
规划，采取党建引领、提升农牧业基
础产业、扶持农牧业规模化、特色
化、品牌化发展、促进农旅融合、生
态宜居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民的思
想观念极大转变，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描摹乡村振兴图1

共谱美好生活曲3

（本版图片均由乌审旗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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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农户育苗。

村民通过养牛致富。

大棚蔬菜长势喜人。

田野上，农民
耕耘播种翻出泥土的

芬芳；养殖棚圈里，猪肥牛
壮，小羊羔蹦跳撒欢；蔬菜大
棚里，秧苗吐绿，绽放希望的新
芽……这几天，在鄂尔多斯市乌
审旗无定河镇王窑湾村，到处是
人们忙碌的身影，一幅幅生动
的画面，将这片热土上乡村
振兴的图景勾画得愈

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