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看看咱现在的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这
一切可都是做梦了！咱农牧民享受着这么多好
政策，还有啥理由不干出点样子来！”说起改革开
放以来的变化，64岁的巴特尔很激动。

巴特尔是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梅力
更嘎查牧民。改革开放前，他在当地一家国营单
位的食堂做杂役。用巴特尔的话说，那时候自己
一门心思围着锅台子转，每天就是家里单位、单

位家里两点一线，生活平淡得像白开水。改革开
放后，看到嘎查外出务工的农牧民越来越多，巴
特尔也按捺不住，停薪留职搞起了餐饮。

阿嘎如泰苏木是九原区的蒙古族聚居区，民
族风情浓郁。梅力更嘎查更是山清水秀、风光旖
旎，曾入选国家级民族传统村落名录，被评为国
家级特色村寨。近年来，当地发挥地域和环境优
势发展旅游产业，在九原区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
持下，从事旅游餐饮项目的人越来越多。

2017年，巴特尔将自己经营的蒙餐馆变更
为内蒙古西米图民族餐饮有限公司，除了主打蒙

古族特色餐饮，还搞起了旅游观光。游客在他那
里吃完烤全羊、风干肉、羊背、手扒肉、特色奶食、
自助烧烤，还可参与农家乐项目和篝火晚会，夏
季体验果蔬采摘。算下来，巴特尔的收入一年达
到了30多万元。

今年是巴特尔和餐饮打交道的第 15个年
头。巴特尔说，他现在算是“行家里手”了，事业
越做越大。今年，他又新开了一家蒙餐馆，交给
自己的二儿子打理。前不久，巴特尔把之前自己
经营的蒙餐馆完全交给大儿子管理，自己过起了
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

“倒不是我干不动啦，而是想让娃娃们锻炼
锻炼，让他们体会幸福生活是靠勤劳的双手创造
出来的。还要让娃娃们记住，是党的改革开放好
政策，给咱牧民带来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
活！”巴特尔说。

改革开放那一年，巴特尔从市场上买回一盆
铁树，给它取名“改革树”，当时只有一张桌子那
么高，如今铁树已经长到3米多高，顶住了家里
的天花板。采访结束，巴特尔兴致勃勃地站在那
颗见证他家幸福生活的“改革树”前，邀请记者和
他合影留念。

巴特尔和他的“改革树”

□文/图 本报记者 白文学
布仁巴雅尔 苏英宝

随着一场降温，沙漠里的天气变得越发
寒冷。看天气已晚，永红赶着一群骆驼往家
的方向走去，40多峰骆驼的影子被拉得长长
的……

4年前，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巴音布日
格嘎查牧民永红因家里没有一头牲畜，被列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行列。如今，一天卖100多公
斤驼奶，日收入4000余元，永红因驼奶致富出
了名。

“禁牧之后，我就把全部牲畜变现，当过运
输司机，开过沙漠越野车，结果都不尽如人
意。后来就跟风做了奇石买卖，倒是赚了几百
万，但是好景不长。2015年，奇石价格大跌，
我的生意也就此打住。”回忆起这些，永红笑了
笑继续说，“牧民的根在牧区，咱们牧民还是在
养畜上做文章比较稳妥。”

于是，永红用做奇石买卖挣的钱买了
1000多只羊。今年年初，阿拉善右旗引进一
家驼奶加工公司，并出台优惠政策：养驼户建

800平方米的棚圈，补贴12万元；一公斤驼奶
按40元回收，一年卖8吨以上驼奶，一公斤补
贴12元。

驼奶被称为“沙漠白金”，蛋白质含量高、
微量元素多，其营养价值这几年逐渐被人们所
熟知，驼奶在市场上越来越走俏。永红当机立
断卖了羊，买了200多峰骆驼，还投入30多万
元建了面积达1600平方米的棚圈，准备用于
挤驼奶。但是，本地骆驼相对性烈，不好挤奶，
出奶又少，一峰骆驼一天最多出驼奶一公斤左
右。细算下来，除去饲草和人工费用，自己也
挣不了几个钱。

就在永红为这事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邻
居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新疆牧民在大量出售骆
驼。新疆骆驼脾气温顺，挤奶不用绑腿，出奶
量又多，一峰骆驼一天最少挤2公斤奶，最多
的出4公斤以上。永红夫妇立刻赶往新疆阿
拉泰和伊犁地区，根据骆驼的脾气和出奶量，
挨家挨户考察了十几天。他们以一峰骆驼
14000元的价格，细挑精选了68峰带羔骆驼，
加上过路费和车费，共计花费了130多万元。
骆驼拉回来后，永红把部分骆驼卖给了邻居，
自己留下45峰用于挤奶。现在，一峰骆驼早

晚挤奶两次，一天能挤100多公斤奶。驼奶加
工公司会在当天把驼奶收走，并把当月的奶款
直接打到卡里。

驼产业不仅鼓了牧民的腰包，还拯救了一
度濒危的双峰驼。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伴
随着一代又一代牧民走过荒沙岁月。随着时
代的发展，骆驼逐渐被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
加上养驼效益低，骆驼数量骤减，2003年阿拉
善盟骆驼存栏仅5万多峰。

近几年，随着驼产业的发展，骆驼的经济
价值日益凸显，驼肉和驼奶价格水涨船高，牧
民养驼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几年骆驼的价
值不断被发现和挖掘，如果说过去骆驼是‘沙

漠之舟’，那么现在它已经华丽转身，变成名副
其实的‘沙漠黄金’。你看，骆驼能连续挤奶
16个月，下羔后的那一阶段出奶量最多。我
现在雇了5个挤奶员，一峰骆驼一天吃6块钱
的饲草，刨去一切费用，年收入 100 万没问
题。”永红蛮有把握地说。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永红又从银行贷了
40万元，计划再处理50峰本地怀胎骆驼，然后
再买40峰新疆怀胎骆驼。这样一来，他卖驼
奶一年四季都赚钱。

“沙漠之舟”驮起致富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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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 10日讯 （记者 石
向军）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日
前，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第四部
X波段全固态双偏振雷达投入运行。
截至目前，该雷达已实现与通辽市新
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霍林郭勒市新
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库伦旗X波段
移动式天气雷达共同组网，构建形成
通辽市雷达监测网络体系，填补了通
辽市气象灾害监测盲区，提升了气象
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近年来，通
辽市逐步建立起从南部平原到北部山
区的高密度雷达监测网络，监测范围
实现全覆盖，并辐射蒙东地区。

本报12月 10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日
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18年国
家级核心育种场名单，我区科尔沁肉
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奥科斯牧业有
限公司等4家育种场被确定为国家核
心育种场。至此，我区国家核心育种
场已达7家，为进一步提升自治区畜
禽良种化水平和核心种源自给率、扩
大良种覆盖面、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12月 10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获
悉，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共建成各类农
业园区及示范片区155个，通过园区
创建开展玉米、小麦、向日葵3大作物
新品种试验1463个、小杂粮试验11
项、特色经济作物引进试验20余项。
农业示范园区已成为巴彦淖尔推广农
业新科技、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转型升
级的重要载体。

本报12月10日讯 （记者 施佳丽）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在日
前举行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
40 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我区 20 个先
进集体和个人荣膺“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绿色长
城奖章。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三
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我国生态建设开启了
新纪元。40年来，“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建设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
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
提高到了现在的13.57%，活立木蓄积量由
7.2亿立方米提高到33.3亿立方米。这项
工程被世人誉为“绿色长城”，在我国北疆
筑起了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
的生态屏障。

近日，“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40
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授予98个单位“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先进集体”称号，授予98名同志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先进个人”称
号，授予20名同志“绿色长城奖章”称号。
其中，我区敖汉旗林业局等9个单位被授
予“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先进集体”称
号，曲香芝等9名同志被授予“三北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先进个人”称号，亿利资源集
团董事长王文彪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塔温敖宝镇塔温敖宝村村民李振海被授
予“绿色长城奖章”称号。

我区20个集体和个人
荣膺全国绿色荣誉

小康故事

本报锡林郭勒12月 10日电 （记者
张慧玲）近日，锡林郭勒盟首条安格斯肉牛
精深加工生产线在内蒙古额尔敦羊业股份
有限公司阿巴嘎生态基地投产运营，这是
该盟肉牛从养殖到市场终端的一个重大突
破，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牧民养殖高端优质
良种肉牛的积极性。

为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阿巴嘎旗在
引进内蒙古额尔敦羊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畜
牧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积极促成该企业
与内蒙古贺斯格绿色产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合作，通过企业间的强强合作，进一步提
升产业档次、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
道，大力推进高端肉牛产业发展。首条安
格斯肉牛精深加工生产线的投产，将对优
化当地畜牧业产业结构、培育壮大绿色畜
产品加工产业、促进牧民增收致富等产生
积极影响。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大力实施“减羊
增牛”战略，加快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
牧业转型，积极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协
调发展。经过几年努力，全盟羊存栏减少
273万只，引进扩繁优质肉牛8万头，全盟
优质良种肉牛头数达到161万头以上，大
庄园、额尔敦羊业、羊羊牧业等企业建成投
产，牛羊肉加工率达到65%以上，11个盟
级畜牧业产业化项目正在推进并相继投产
运行。

锡盟牛羊肉加工率
超过65%

□施佳丽

阿拉善盟是闻名全国的“骆驼之乡”，
骆驼种群数量始终保持全国总量的三分之
一。1982年的鼎盛时期，全盟骆驼头数达到
25万峰。

阿拉善人喜爱骆驼，有着代代传承的丰
富养驼经验。骆驼全身都是宝，是集产绒
毛、产肉、产奶、役用、旅游等多种经济性状
于一体的家畜。它既是牧民的劳作伙伴，也
为牧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经济收
益。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骆驼的经济
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驼产品

开发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阿拉善盟
骆驼产业的发展。

发展骆驼产业，繁荣骆驼养殖，关键是
打造驼产业精深加工产业链，引导发展新型
产业经营主体。目前，阿拉善盟正积极引进
和培育具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大企业，进一
步开发研制驼产品，树立品牌，拉长骆驼产

业链条，并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牧
民增收。

如今，阿拉善骆驼产业渐入佳境，越来
越多像永红一样的牧民从骆驼产业中分得
了一杯羹。从“沙漠之舟”到“沙漠黄金”，这
个沙漠里长出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必将
赋予阿拉善经济十足的发展后劲。

强一个产业 带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咯咯哒……咯咯哒……”这是一只只正在
吃食的灰羽芦花柴鸡。在赤峰市喀喇沁旗南台
子乡大沟村3组的贫困户杨延秋家，1500只灰
羽芦花柴鸡成了帮他家脱贫的“金鸡”。

“带领我们贫困户把一只只柴鸡变成‘金鸡’
的是赤峰金羽农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鲍金
民。”杨延秋说。因为交通事故，他左腿伤残，无
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鲍金民帮助他购买了1500

只柴鸡，到今年10月份，柴鸡产蛋量达到1200
多斤，收入1万多元。再有一年，杨延秋就能还
清外债，实现脱贫。

在南台子乡，像杨延秋这样受益的贫困户共
有24户。截至目前，这个乡养殖柴鸡1.85万只，
每只鸡纯利润二三十元左右，户均年增收近2万
元。

去年5月，五家村村民田金虎养了2000多
只灰羽芦花鸡，一年多的时间，产蛋量达到3000
多斤。由于过了产蛋高峰期，田金虎打算今年年
底将这批鸡统一淘汰出栏，更换新鸡雏。听说鸡

要出栏，田金虎的老客户们纷纷表示要来他家购
买。

“今年，鸡蛋卖了1万多块钱，这批淘汰鸡出
栏还可以再收入1万多块，今年年底肯定能脱贫
了。”田金虎说。

南台子乡位于喀喇沁旗西北部，全乡65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因为疾病致贫。南台子乡
属于山区，没有污染源，很适合养柴蛋鸡。乡党
委、政府决定把柴鸡养殖作为这个乡的脱贫主导
产业，并把党支部建在产业上，有着丰富养殖经
验的鲍金民被推选为公司党支部书记。

为了改变贫困户的传统观念，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鲍金民上田间、下地头、坐炕头，和贫困
户分析市场前景、计算养殖利润，最终通过“支
部+公司+党员+农户”的模式，成功吸纳11户养
殖户，并带动24户贫困户加入赤峰金羽农牧业
有限公司从事柴蛋鸡的养殖。为保证养殖户的
利益，鲍金民的公司还采取“四统一”模式，即统
一购雏、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

下一步，赤峰金羽农牧业有限公司要扩大养
殖规模，达到5万只，让贫困户安安心心养鸡，稳
稳当当赚钱，实实在在脱贫。

柴鸡变身脱贫“金鸡”

◎新作为·XINZUOWEI

从新疆购买的骆驼从新疆购买的骆驼。。

挤奶员正在棚圈挤奶挤奶员正在棚圈挤奶。。

永红把驼群赶进棚圈永红把驼群赶进棚圈。。

◎消息树·XIAOXI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