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通辽市科尔沁
区莫力庙苏木福发屯村的麦田散发着淡淡
的麦香。看着长势喜人的小麦，村党支部
书记潘玉明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远处，李家围子村村民刚刚移栽完
红鲜椒秧苗。村党支部书记范臣正在考虑
是否要在村里建个冷库，让村民的收入更
上一层楼。

胜利村今年第一次种植大豆。面对风
云变幻的世界贸易形势以及国内市场对大豆
的需求，村里该如何引导农户进行种植、要不
要开展豆制品深加工？怎样才能让村民丰产
又丰收？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村党支部书记
孙方旭的心头。他决定把福发屯村、李家围
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再开一次联
合座谈会，讨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福发屯村、李家围子村、胜利村是通辽

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相邻的3个村，在
地图上，3个村就像三角形的3个点。今年
初，3个村决定联合在一起搞种植，形成规
模效应，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看着玉米价格持续走低，福发屯村早
在2015年就开始转型种植小麦。小麦按
种子的价格销售，是当时玉米价格的 6
倍。看到效益后，2016年，福发屯村将小
麦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0 亩，去年达到
2000亩，并成立了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同样，为规避玉米价格下跌风险，李家
围子村近几年调整种植结构，种植红鲜椒，
种植面积上千亩，成立了诚信疏菜种植合
作社，并建起了红鲜椒加工厂。

看着相邻的两个村都有了自己的产
业，村里的发展蒸蒸日上，还在种玉米的胜
利村坐不住了。为了方便土地倒茬、保证
种植规模，今年初，3个村决定每村各出
1000亩集中连片耕地，进行土地轮作。

“李家围子村今年种红鲜椒，明年就种

小麦或大豆。同样，福发屯村今年种小麦，
明年就种红鲜椒或大豆。同一年，3个村各
种一种作物，下一年，每个村换一种农作物
种植，相当于倒茬。”潘玉明解释说，无论轮
到哪个村种红鲜椒，李家围子村都负责收
购与销售；无论轮到哪个村种大豆，胜利村
都负责收购与销售。同理，福发屯村负责
收购与销售小麦。

“以前，我们3个村各自发展，各扫门
前雪，谁也不理谁。现在，我们3个村搞联
合种植，就是一个整体，3个村是‘三足鼎
立’，共同支撑这个整体。”范臣说。

3个村跨界合作，不仅避免了无序种
植，保证了种植规模和效益，更让村民得到
了实惠。

“以前，红鲜椒种植规模没有保障，村
里也不敢成立加工厂，很多利润都让中间
商赚走了。比如，红鲜椒分等次卖，一等椒
8毛钱一斤，二等椒4毛钱一斤，平均下来
才6毛钱一斤，而我们自己统货收购，至少

保证7毛钱一斤。对种植户来说，每亩地
至少能多挣200块。再说，回收的鲜椒需
要掰把，农民还能来合作社打工挣这笔钱，
每吨红鲜椒还能帮村民多挣300块。”范臣
说，目前村里正在筹备建冷库，有了冷库，
每个村每年可以多收入100多万元。

“我们合作社的小麦也是供不应求。
2017年，我们注册了地域商标——福发屯
牌面粉。合作社统一种子和化肥、统一耕
种，按绿色标准生产，不用农药，少用化肥，
不加滑石粉增白剂，3块钱一斤的面粉，大
部分都被农民抢购了。”潘玉明说，现在，麦
地一年可以种两茬，种完头茬小麦后，还可
以种蔬菜、油葵或荞麦，一年下来比传统种
玉米每亩多收入1500块。

“联合种植模式开启后，在另外两个村
带动下，胜利村也会发展得很好。”孙方旭
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3个村将凝心聚力，
创建自己的品牌，打造精品产品，以获得更
高的收益，让百姓幸福指数继续攀升。

昔日各扫门前雪 今朝携手奔小康

3村开启跨界种植模式

◎画中话·HUAZHONGHUA

四子王旗大黑河乡驻四十顷地村工作队干部帮助因病致贫贫困户疏玉米苗四子王旗大黑河乡驻四十顷地村工作队干部帮助因病致贫贫困户疏玉米苗。。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以问题为
导向，全面优化整合驻村工作队，进
一步加强督导工作力量，向92个苏
木乡镇全部下派脱贫攻坚督导组。

该市在市级层面有市委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及驻村工作办公室，旗县

层面有自治区下派的工作总队和旗
县市区驻村工作办公室，苏木乡镇层
面有市里下派的督导组和驻村工作
办公室，嘎查村一级有驻村工作队、
包扶单位，构建起了市、县、乡、村四
级联动、全面覆盖的驻村工作架
构。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共选派
驻村工作队1331个，选派驻村干部
50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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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大黑河乡驻四十顷地村工作队干部帮助贫困
户剪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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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
尘土飞扬，哪有人来？现在路
通了，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呼和
浩特、包头等地市民纷至沓来，
村民们纷纷转型从事旅游业，
吃上了旅游饭。”说起村里的变
化，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忽洞镇
套马沟村村民姜德兵对新修建
的道路赞叹不已。

2016年，套马沟村通过整
村移民搬迁项目，将全村常住
的36户村民安置到腮忽洞新
村，并对村子旧址进行整治，
进行土地复垦。村里成立套
马沟村丰域农牧业合作社，流
转村民土地，发展种、养、加、
旅游观光一体化项目。为打
通村民致富奔小康的瓶颈，套
马沟村还争取农村道路建设
项目，在全村铺设了4公里柏
油路。

村路弯弯，一头连着城
镇，一头连着乡村，寄托着乡
愁，承载着希望。

“以前一直是自己种地，靠
天吃饭，但十年九旱，经常还要
赔钱。现在家门口的路修通
了，咱增收致富也有了新途
径。”姜德兵说，自从村里办起
了合作社，他就把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自己在景区里打工。

“在景区里能干什么活儿就干
什么活儿，一个月能挣2000到
3000块呢，中午还管一顿饭，
收入是种地的十几倍！”姜德兵
说，现在，全村已经有31户村
民加入合作社，从事旅游业。

记者了解到，达茂旗将修
建农村牧区公路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推进农牧业现代化、
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载
体，久久为功，打出一系列“组
合拳”。目前，该旗已形成以百
灵庙镇为中心、苏木乡镇为节
点、行政村为网点，遍布农村牧
区、连接城乡的农村公路交通
网络。一条条农村道路错落有
致地分布在全旗各苏木乡镇，
像一条条畅通的脉络延伸至各
个村庄，让达茂旗的农牧民告
别了泥泞和尘土。畅通的农村
公路促进了农畜产品销售以及
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推动着全
旗经济社会迈上新台阶。

村路通了
姜德兵吃上“旅游饭”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 6月 4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
销合作社获悉，近年来，自
治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大力
创办、联办、领办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积极推进农牧
业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经营和一体化
服务。截至目前，全区供
销合作社系统共领办创办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10039
个 ，入 社 农 牧 户 总 数 达
23.74 万户，在发展生产合
作、供销合作、消费合作、
信用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日
益凸显。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系
统不断强化供销合作社与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
联结，利用系统内资金、设
施、土地、房产等有形资
产，积极创办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组织、引导农牧民
通过入股、入社、业务合
作、利益分配等形式发展
专业合作社，使其与农牧
民形成以产权为纽带、风
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经济
利益共同体。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系
统引导专业合作社进行产
品商标注册，积极创建农
畜产品品牌和专业合作社
品牌，加大产品品牌宣传
和推广。目前，全系统领
办创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中，314个专业合作社拥有
注册商标，其中驰名商标 7
个、中华老字号 1 个，自治
区级著名商标15个。自治
区供销合作社系统还加快
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仓
储及加工设施，开展相关
产品认证，推动品牌化经
营，使其内部管理更加规
范，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
高。截至今年3月底，全系
统共创建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320个。

23万余农牧户
加入供销社系统
合作社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初夏的土默川平原，葱绿满目，生
机盎然。

随着芒种时节的到来，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河口管理委员会树尔营村
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波光粼粼的稻
田里，插秧机隆隆作响。随着插秧机
缓缓向前移动，一株株翠绿鲜嫩的秧
苗被整整齐齐地插进水田。

时光闪回到1979年春天。这里在
自治区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全国普遍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了一条成
功之路，后来被称为塞外“小岗”。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后来
成为中滩乡，之后又划入双河镇，如今
则划归河口管理委员会管辖。抚今追
昔，今年79岁的张根新感慨万千：“实
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们就获得大
丰收，填饱了肚皮。如今，我们这里变
成了塞外江南，过上了从前想都不敢

想的好日子，真像做梦一样。”
当年率先分田到户，如今树尔营

村又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中流转到托
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像
张根新这样的村民，每年除了稳定获
得4000元土地流转费外，还能在合作
社里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过去种玉
米、小麦、杂粮的沿黄盐碱地，被改造
成一平如镜的稻田，还养上了螃蟹和
鱼。以前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溉，
如今合作社也将其全部流转过来，打
造成了鱼禽水上水下立体化养殖区。

张根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合作
社打工，一天的工资是120元，零零碎碎

的打工时间算下来，一年能挣近1.5万
元。再加上家里4口人的土地流转费1.6
万元，一家人一年就有3万多元的收入。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改革开放历程
中浓墨重彩的一页，那么，托克托县中
滩公社就是其中力透纸背的一笔。

寒来暑往 40载。让我们把时间
的指针拨向历史的起点，去追寻改革
的初心。

托克托县位于阴山南麓、黄河上中
游分界处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上，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大黑河、宝贝河等支流在
这里汇入黄河，中滩公社正好位于黄河
和大黑河的冲积扇内，天赐灌溉之便，坐

拥舟楫之利。然而，生活在这样适宜耕
种的地区，群众却一度填不饱肚子。

1976年到1978年3年间，中滩公
社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400至 600
万斤之间，亩产粮食不到110斤，不仅
连续3年没有上缴国家粮食，反而年年
吃返销粮。当时，农民一年劳作下来，
人均年收入只有30元。其中，河上营
大队的几个生产队，不仅分不到钱，还
出现了倒挂现象：谁挣的工分多，谁就
欠的钱多。中滩公社在当时是出了名
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
款的“三靠社”，有些生产队多年来一
直地缺种子、人缺口粮、牲畜缺饲料，

因此又被称为“三缺社”。
“大集体时社员‘自留地里打冲锋，

集体田里养精神’，导致‘人哄地皮、地
哄肚皮’。社员出工不出力，土地没有
人养护，种地更是敷衍了事，粮食产量
上不去，只有变个调调才能有出路。”时
任中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赵光辉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场自上而
下的改革在中滩公社中酝酿。

1979年 3月，中滩公社给每位农
民分了二亩半“口粮田”，在全区范围
内率先试行“口粮田+商品粮田”的“两
田”分离责任制。改革当年，中滩公社
的粮食生产就打了一个大大的翻身
仗，不仅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摘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还上交
了16万斤公粮。

1980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
的基础上，中滩公社又大胆提出了“包
产到户”的设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当年，中滩公社大旱之
年仍大获丰收，除留足社员口粮和集

体储备外，还向国家交了73万斤公粮。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原中

滩公社所辖的生产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河口管理委员会郝家窑村，
33户农民开起农家乐，全村120名村民
参与进来，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
2.65万元。树尔营村的托克托县美源农
牧渔业专业合作社已形成集稻田养蟹、
养鱼为一体的种养区，撂荒多年的盐碱
地实现了年产有机稻米60万斤、年产无
公害蟹6万斤、亩创产值5000元的能
力。合作社的多样化生产经营培育起了
多个经济增长点，保证了当地农民失地
不失业，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说起今后的发展，托克托县河口
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王珍强信心满满：“河口管委会将立
足辖区发展实际，紧紧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产
品开发升级步伐，丰富旅游服务业内
容，提升服务品质，切实推动强村富
村、强农富农目标的实现。”

“这里变成了塞外江南”

□韩雪茹

凡人之情，穷则思变。
1979年，改革第一年，中滩公社粮食

总产量就达到了695万斤，比1978年纯增
290万斤，社员们过上了和往年不一样的

光景。地还是那些地，不过变换了主人；
人还是那些人，不过自主经营了土地。农
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短短一年时间
里就换来满川金黄和农家院里朗朗的笑
声。同全国改革开放首先发轫于农村一
样，内蒙古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区广大农村牧区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群众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但改革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当年，中滩公社的土地
由“合”到“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
然要求；40年后，这里的土地纷纷流转集
中起来，由“分”到“合”，亦是现代农牧业
发展的内在需求。从当初的“包产到户”

填饱肚皮，到如今农民既能享受到土地流
转收入，又能当工人拿工资，中滩公社的
历史与今天，是内蒙古依靠人民推动改
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的生动写照。

重温改革历程，是为了重温改革为了什
么而出发，依靠什么而成功，想要走到哪里
去。40年前，缘于想要吃上饱饭的朴素心

愿，中滩公社的老百姓开启了“包产到户”的
破冰之旅。而今，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
荣发展、农民全面小康依旧是那里人民群众
的热切期盼。梦想与改革，始终相伴而行。
和内蒙古其他地方一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的塞外“小岗”，正接力探索、接续奋进，踏
上实现伟大梦想的新航程。

梦想有多远，改革的征途就有多长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40年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到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和草
原“双权一制”，从村民自治的实施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区广大农村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那些勇于担当的改革先锋，那些波
澜壮阔的改革故事，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汇集成历史的洪流。

借力扬帆天地阔，击鼓催征正当时。从今天起，《小康图景》版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小康故事”栏目，展现我区农村牧区改
革的光辉历程，呈现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变迁，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接力探索、接续奋进，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开栏
的话

小康故事

■〖农牧·E关注〗EGUANZ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