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早晨7点，李文军、李景瑞、李瑞强号
称“三李”的扶贫干部便在包头市区开往
土右旗双龙镇的车里争论不休：“你那个
养猪场得有个致富带头人，长远考虑，将
来成规模了得有个管理人员啊！”“我那个
玻璃大棚明年能不能种些香菇？再给我
打听打听育苗的收益呗？”……

7月炎夏，从包头市区到土右旗双龙
镇，驱车将近160多公里、2个半小时的
车程里，“三李”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过

“扶贫”两个字，直到下车关门，三人才想
起车里有个记者。

“我们三个人都是驻双龙镇的扶贫干
部，大伙经常这样，有时一群扶贫干部在
宿舍一聊就是后半夜。扶贫可不是单打
独斗，每个村的扶贫干部相互之间拧成一
股绳，这样才能发挥集体智慧，抱团扶贫，
造福一方百姓！”王四顺村扶贫第一书记
李文军讲道。

双龙镇地处土右旗东南方，全镇涉及
贫困户的村有 27 个，贫困人口 693 户
1468人，占全镇人口的3.4%，未脱贫人
口96户209人，占全镇人口的0.4%。

家住召牛营村的李新正是其中一名
典型的贫困户。今年 42岁的李新正家
里种的40亩玉米只够吃喝，之前住的草
坯房早已破烂不堪。“这几年我的生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家新盖的60
平米的砖瓦房，还有林业局给我院子里
种的李子树、果树。去年，我才花了800
元就喂了 4头猪，扶贫干部们还给我包
销路，卖出 16块钱一斤的好价格，纯利
将近8000元。今年我又投入3000元买
了200只鸡，等到冬季每只能卖150元，
纯收入应该在 7500元以上。再加上干
部们帮我出售 200 多斤农家面，收入
6000元，你说我这日子能不好过了？”李
新正开心的拉着记者说：“你得去我们村
的猪厂看看，我就是在那儿赚的‘第一桶
金’。”

话说着，李新正便骑着摩托为我们

带路来到养猪厂。“2018 年养猪厂规模
扩建后占地 700多平米，现在有成年猪
20 头，小猪仔有 70 多头，小猪仔全是
2017年的纯利啊！”召牛营村扶贫第一
书记李景瑞说：“当时建立养猪厂的时候
可是多亏了我们扶贫干部之间多多交流
沟通，各自发挥余热，比如我有朋友是开
屠宰加工厂的，他有亲戚是开超市的，通
过各种渠道打开‘农家粮食猪’的市场，
我们扶贫干部之间还商议着扶持村里的
养猪能手当致富带头人，将来猪肉销路
等就有保障了！”

“建猪厂选址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坐在
一起商量了很久，最终选择在召牛营村东
南方建厂，这样猪粪的臭气就不会影响到
村民的生活。”李文军说，“现在双龙镇的
武乡县和小韩营村也相继建起了养猪厂，
我们从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统一采购到

‘农家粮食猪’的统一销售都订好了规矩，
共同呵护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产业！”

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双龙镇的扶
贫干们在发展产业方面也是相互商议着

干。“根据自己所包村的实际情况，你种
植订单高粱我就种植小杂粮，你养猪我
就养鹿，你发展农机合作社我就发展育
苗大棚，既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又拓宽
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一举多得！”李文军
对记者说。

正在这时，李文军的电话响了起来，
王四顺村的村民王可星想他询问什么时
候做白内障手术。王四顺村里有4位村
民得了白内障，得及时做手术，几个扶
贫干部就找关系给他们减免医药费、住
宿费，既帮村民看病又帮村民省钱。李
文军立马落实带村民治疗眼疾的人、车，
最后打听到张子淖村的扶贫干部郭建峰
周一回包头市里办事便顺带上王可心做
手术。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
帮。扶贫路上荆棘丛生，落实起来也不是
靠一个人就能承担，走一条路就能走通
的。扶贫干部之间也需要沟通借鉴，群策
群力，发挥集体的智慧，依靠大伙儿的力
量，团结一致，攻坚克难。”李文军说道。

双龙镇的扶贫明星“三李”

◎画中话·HUAZHONGHUA

小康图景
10执行主编：贾怡媛 责任编辑：李文明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邮箱：nmgrbxktj@163.com

微
语

土地流转
“种”特色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7月9日讯 今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立足
地区实际，坚持分类施策，探
索开展健康扶贫、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拼盘模式”，为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坚实保
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为解决贫困群众看
病难题，该县通过健全医疗保
障措施，逐步减轻贫困群众的
治病经济负担。县财政投入
资金200万元，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设立了健康扶贫兜底保
障基金，还建成县医院“一站
式”综合服务窗口和健康扶贫
软件平台，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代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
费部分。同时，认真落实“两
提高、两降低”报销倾斜政策，
确保贫困人员住院报销费用
比例达到90%，个人支付部分
不高于10%。

扶贫要扶志，关键是“扶
实”。只有符合贫困户意愿和
能力的扶贫政策，才能激活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该县通过

“政府引导、干部结对、资金扶
持”的措施，大力扶持贫困户
发展到户产业项目。在多次
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上，认真
分析贫困户致贫原因，研究探
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帮扶措
施，根据贫困人口意愿自主选
择产业项目。目前，全县共有
贫困户 147 户 326 人发展了
自主经营的小规模家庭种养
殖业。各帮扶单位、驻村工作
队共发放鸡 897 只、猪仔 20
头、羊 112 只、饲料 25 袋 240
斤，并为没有养殖场所的贫困
户新建羊圈和鸡舍等养殖设
施。此外，对于无经营能力的
贫困户，按照“合作社+企业+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通过寄
养托管、入股分红等方式获得
稳定收益，实现贫困户到户产
业全覆盖。

该县还积极拓展就业渠
道，由传统“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过渡。充分利
用一些公益性扶贫专岗对劳
动力文化程度要求不高、技术
性不强的特点，最大程度吸纳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到公
共服务岗位上来，激发贫困户
内生动力。目前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保洁员达到 430
个。保洁员的工资每人每月
400元，年终还将根据工作情
况兑现绩效工资。 （王铭杰）

“拼盘模式”
实现精准扶贫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整洁的衣着，瘦长的身材、黑瘦的
脸，嘴里镶了几颗银牙，炯炯有神的眼睛
睁开来比一颗麦粒儿宽不了多少……乍
一看，你可能会分不清69岁的牛兴国是
来城里办事的农民还是城里的市民。

很难想到，牛兴国这个巴彥淖尔
市杭锦后旗的普通农民现在是享受副
处级待遇的退休干部。他身份的转
变，只因为他种地种得好。

虽然年近古稀，老牛依然身体硬
朗，思路也很清晰，说话没有半句卡
壳。在他的讲述下，时光仿佛回到了
30多年前。

上世纪80年代初，杭锦后旗实施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生
产热情高涨，纷纷努力提高产量，一方
面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还可
以多交售公粮。

“那时候多交公粮是很光荣的

事。当时地里也没什么经济作物，大
伙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在粮食上动脑
筋。”牛兴国说。当时，各级政府从上
到下大力抓粮食生产，引进和推广粮
食增产的新技术、新品种。牛兴国虽
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做事认真，肯
下辛苦，爱动脑筋，一直琢磨如何能把
地种好。

因为种地种得好，当地政府将牛
兴国的地作为试验田，看看粮食产量
到底能有多高。牛兴国积极使用新技
术、新品种，精心进行田间管理。1984
年，他的两亩套种玉米的小麦地产量
上了2000多斤，成为了“吨粮田”，引

起了轰动。
接下来几年时间，经过农技专家

进一步试验总结，一套包含作物品种、
种植密度、水肥控制、种子化肥分层播
种等多项农业增产技术综合配套标准
化的“吨粮田”生产模式基本成熟。

1993年，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等单
位的 12位专家带着疑问来到杭锦后
旗：这里属北纬四十度塞北高寒地区，
真的能够产生粮食亩产达到1吨的奇
迹吗？经过详细地考察论证，专家们
信服了，这里有“吨粮田”，堪称“北纬
四十度的奇迹”。

一时间，区内外来参观考察的人

员络绎不绝。一位老农技专家回忆
说，仅一个夏季，给参观人员防暑降温
熬汤的绿豆就用了5麻袋。

牛兴国和农技专家也被邀请到自
治区一些盟市旗县乃至宁夏等地讲
课。“那时候到处讲课，讲得嗓子也
疼。”牛兴国回忆到。

在政府的号召下，巴彦淖尔地区
农民广泛开展“吨粮田”建设，效益马
上显现了出来。上世纪60年代初，当
地亩单产也就200、300公斤，农民收
入微薄。种植“吨粮田”后，亩纯收入
达700多元，翻了几番。1998年，杭锦
后旗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 73

元增加到2250元，增加了近30倍，高
出当时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约
300元。杭锦后旗乃至巴彦淖尔地区
也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

除了给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效
益、给国家粮食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吨粮田”建设还普遍提高了当地农
民、技术人员的科技素质，增强了农民
的科技兴农意识，为以后新型农牧业
技术、项目的利用、实施打好了基础。

“以前农民种地比较粗放，有的两
行玉米之间窄的距离三四十公分，宽
的快一米了，歪歪扭扭。我们那时候
都是拿绳子划线，然后拿尺子量行距
和株距，种几行玉米几行小麦，每行种
多少株，用多少化肥，一项项特别细
致。后来农民普遍都重视科学的方法
和技术，我觉得这是‘吨粮田’建设留
给后人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说起

“吨粮田”建设的意义，时任杭锦后旗
农牧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的段永斌这

样说。
“现在先进的农牧业科技很多，效

益好的农作物也很多。但是在那会儿，
我们这些人对粮食生产确实是作出贡
献了。当时由于粮食产量高，一度出现
了卖粮难，尤其是玉米。后来我们又通
过粮食的转化、秸秆的利用推动了本地
养殖业的发展。”牛兴国说。

1989年 1月，牛兴国被破格提拔
为磴口县某乡分管农业科技的副乡
长，“吨粮田”在当地大面积推开。牛
兴国后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最后从
磴口县某局党委书记的职务上内退，
享受副处级待遇。他还曾当选为自治
区人大代表，还是自治区劳动模范。

“作为一个种地的农民，获得了这
么多的荣誉和这么高的待遇，我已经
很知足了。”牛兴国说，由于户籍身份
的转变，他家的耕地已经被村集体收
回并重新分配。他还经常回村里看看
满田地里绿油油的玉米、葫芦、葵花等
作物。

吨粮田：杭锦后旗的“北纬四十度奇迹”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得到极大
地解放，科技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经济
获得极大发展，城乡活力迸发。“吨粮

田”的出现和牛兴国的特殊经历可以
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施，使得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上的广大
农民挣脱了“大锅饭”的束缚，以空前
的热情和主动性投身于农业生产，多

劳多得的利益分配方式得到最大的体
现。

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科学论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新
农业技术以及新品种的推广使用，加
之河套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广大

农民在政府的号召、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精心劳作，粮食产量得到很大提
高。“科技兴农”的意识深入人心，重视
科技、重视科技人才蔚然成风。很长
一段时间内，我区每年需要从区外调
入 30多亿斤粮食。到 1992年，我区彻

底结束了 20 多年调入粮食的历史，实
现了自给有余。如今，我区已经是全
国粮食主产省区和粮食净调出省区之
一。这正是我区发扬改革创新的精
神，努力奋斗、开拓进取，写就的“三
农”精彩故事。

改革开放写就“三农”精彩故事

小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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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棚里的冰草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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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晗 摄影报道

“今年3月已经收获了一棚紫花脸蘑，如果
长势和产量稳定，明年我准备把菌种撒到林地，
实现紫花脸蘑人工干预下的野外种植。”7月 9
日，在呼伦贝尔市阿尔山市矿泉蔬菜园区内，看
着大棚里试种情况良好的紫花脸蘑，秦荣富脸上
露出了欣慰地笑容。

2012年，阿尔山市国有林场全面停伐，该市

鼓励林场职工转行，建设大棚种植园区发展种植
产业。经过长期研究实验，老林业工人秦荣富发
现阿尔山境内生长的很多野生乡土植物，通过人
工培育、驯化，同样可以成活。2013年，秦荣富
建起了育苗基地，开始培育白桦、花楸、蒙古黄榆
等乡土植物，又租了9个大棚，发展特色蔬菜和
苗木种植。目前，秦荣富培育出的人工白桦林已
经达到500多万株，每年的收入可达十几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当地农民开始学习大棚种植
技术，告别森林的老林区人正走上田园致富路。

林区人的田园致富路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只种
玉米强多了。”7月初，记者在通
辽市科左后旗查金台牧场见到
张文生，他谈起了这几年的收
入变化。他家的83亩地如今以
每亩 550 元的价格流转给合作
社种青贮，他在当地梅花味精
厂 专 职 做 技 术 工 ，每 月 工 资
5000元。

“今年，查金台牧场继续推
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特色种植业。牧场 1.26 万
亩土地全部种青贮，每亩比玉
米多收200块钱，今年至少能多
收入 200多万。”查金台牧场一
分场党支部书记陆海龙说。

为加快推进种植业结构调
整，科左后旗于 2017 年规划建
设了占地 3 万亩的查金台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重点推广现代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模式，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
为全旗农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增
收树立了新样板。示范园区实
施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技术改
进“三改”措施，种植北农青贮
208、京科青贮 516 等优质青饲
玉米，建设高效特色瓜菜种植
示范区、中药材示范区和杂粮、
油草料作物与玉米轮作示范区
各 1 处，展示蔬菜瓜类品种 20
个，黄芪、甘草等道地中草药材
12 个。同时，示范园区实行农
场化+合作化运作，把多余的劳
动力进行转移务工，老百姓收
入能够翻一番。

据悉，通辽市拥有优质耕
地面积 1400 多万亩，一直以种
植玉米为主。近两年，该市把
招商引资、订单农业和特色种
植业作为突破口，出台了《通辽
市推进农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
划》，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引导
企业和农民及种植合作社进行
对接，压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
300 多万亩，发展特色种植业
340万亩，全市农牧业发展由过
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
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
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
变，实现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增
效、农村牧区增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