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寒风来袭，气温骤降，冬日的包头
市土右旗沟门镇威俊村威俊村甘草种
植基地，村民们正在分拣从地里拉回来
的的甘草枝条，忙得不亦乐乎。

63岁的宿存锁干得格外起劲，无论
是分拣甘草枝条，还是扎捆装车都是一
把好手。

“我把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里的合作
社种甘草，旱涝保收，自己再也不用每
年为种什么发愁，也给孩子们省了不少
的心。”得知记者前来采访，宿存锁拉着
记者的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流转土地
种甘草的种种好处

今年，宿存锁将家里11亩土地以
每亩70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土右旗天
惠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他一年四季还
在合作社打工，平均下来每天有100元
的收入。一年下来，老两口的纯收入达
到2万多元，是过去的三四倍。

据介绍，甘草既可以作为中药材
料，也可以用作食品。因为抗旱、喜阳
光、耐盐碱，甘草很适合在沟门镇威俊
村种植。

“甘草每亩可产3000斤左右，市场
收购价也较为稳定，种植和田间管理也
比较粗放，比种玉米、小麦轻松。我们
与医药公司签了订单，这样既能保证药
材的销路，也保证了农民的收入。”土右
旗天惠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振国

介说。随着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不断加快，合作社探索通过‘农户+合
作社+公司’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靠特
色种植奔小康。今年，合作社流转了威
俊村、此老气村5100亩土地社种植甘
草，解决了两个村 80 多人的就业问
题。今年，仅打工这笔支出，合作社就
向村民支付了96万元。

“今年以来，按照打造自治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总体战略部署，
沟门镇立足地域优势，全力加快种植结
构调整步伐，推进万亩规模化特色种植
基地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
设。”土右旗沟门镇农办主任王东旭介
绍说。通过对该镇现有种植结构、发展
优势进行评估论证，沟门镇研究制定了

《沟门镇特色规模化种植业补贴办法》，
策划了一系列农业产业联合体特色种植
项目。截止目前，产业联合体共计流转
土地10500亩，打造了东西两片、5个千
亩种植基地。重点在威俊村、此老气村
流转土地5100亩，打造黄芪、甘草等中
药材种植基地；在板申气、此老气、马留
村流转土地7400亩，打造红辣椒、高粱
种植基地和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打造纳
太、沙兵崖毛谷米种植基地3100亩。

“农业产业联合体实施后，带动村
民人均增收185万元。相较传统玉米
种植，亩均增收363元。同时，农业产
业联合体还解放出1000多名劳动力，
村民可以同时收获土地流转和务工两
份收入。”王东旭补充道。

沟门镇：特色种植释放土地活力

□本报记者 李晗

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林区，清晨
的呼伦贝尔牙克石市乌尔旗汉林场，
一声尖锐的电锯声打破了冬日的宁
静，一场旨在提高森林质量的森林综
合抚育攻坚战开始了。

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护林员
张长喜身着加厚的棉衣棉鞋，提着一
柄手握锯，跟工友们一起在茂密的林
间有序穿行、查看，一边给树木修枝，
一边伐掉分蘖木和枯死木，仿佛呵护
婴儿一般守护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绿
色。

“光是做这些还不够，还得根据技
术规程把伐下来的枝丫进行集材归
堆，并放在指定的位置上。相比未经
抚育林木，抚育林木生长速度能提高
10%，每亩林木每年可多吸收2吨二氧
化碳，多释放1.5吨氧气。”张长喜告诉
记者，“今年乌尔旗汉林业局的森林抚

育任务有6000多亩，必须在12月底前
全部完成。”

今年54岁的张长喜曾是乌尔旗汉
林业局的一名伐木工人，他18岁参加
工作，从支杆工干到伐木工，逐渐成了
当地有名的主伐生产的多面手，一干
就是33年。

“那会儿每天早晨7点多就开始上
山伐木，用的是一个30多斤的油锯，一
棵树挨着一棵树伐，一天下来累得连
筷子都拿不住，整个冬天我自己就能
伐1万多立方米木材，伐倒的树更是多
得数不清。”张长喜一边回忆着，一边
拿出了一枚奖章给记者看，这是2012
年他获得“兴安脊梁”荣誉称号时颁发

的。“那么粗的树，其实砍得时候也心
疼，但那时大兴安岭的木材关系到国
家的现代化建设，咱作为一名伐木工
不能有丝毫懈怠。为国家多伐木，伐
好木，这是我们一代老林业人的最高
荣誉。”

2015年 4月 1日，林区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标志着大兴安岭
林区作为国家商品材生产基地的历史
使命宣告结束，转入生态保护建设提
供生态服务为主的发展新阶段，开启
了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从
此，林区正式“挂斧停锯”，伐木工人变
身“森林卫士”，热闹了60多年的大山
瞬间回归了宁静。

据了解，目前，大兴安岭林区共有
森林管护人员22192人，建设管护站
513座，其中移动管护站71座，移动管
护岗68个，管护标志牌390块，管护责
任落实率为100%。

今年52岁的王秀成在停伐后成了
一名森林防火指导员，由“砍树”变“看
树”，他感触颇深：“以前身子累，现在
是心累，从‘砍’到‘看’虽只一字之差，
但我们的责任却发生了天大变化。”每
到春秋两个主要防火季，王秀成吃住
都要在山里，每天骑着一辆摩托车，有
针对性地深入各个检查站、瞭望塔、野
外作业点等森林防火“最前沿”，检查
森林防火工作。

“砍树很容易，一棵几百年的老树几
分钟就能被放倒。但为了守住一棵树，
我们甚至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比起砍
树，我们更愿意看树，因为林子是我们的
根儿啊。”现在，王秀成时常感慨道。

工作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王秀成却感觉日子越过越好了，

“工资每年都在涨，现在每个月能拿到
5000多元，我媳妇也享受到了混岗集
体工社保待遇，现在每个月也能拿到
2600元退休工资，一年下来家里收入
7万多元，我们真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林区职工收入基
数较低的情况下，自治区大兴安岭林区一
直坚持持续为职工增长工资。自2011
年开始，林区连续8年为职工增资，如今，
职工人均年工资已突破5万元。

与工资增长同步，社会保障体系
也在逐步完善，五项保险全面启动，按
国家政策实现属地参统。此外，近年
来，在地企双方共同努力下，“老工伤”

“五七工”、混岗集体工社保待遇、一次

性安置人员社保补贴等大量涉及民生
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

2015年，张长喜一家告别了过去
的板夹泥房屋，搬迁到了宽敞明亮的
楼房里。每晚结束工作后回到家坐在
柔软舒适的沙发上，他觉得很幸福，

“原来屋里阴冷潮湿，每晚只供2小时
的电，干啥都不方便，现在是电灯电
话、楼上楼下，咱还有啥不知足的。”

2008年，自治区大兴安岭林区抓
住国家政策机遇，结合棚改工程实施
了生态移居工程，将124个建制林场
的居民整合撤并，对保留居民的36个
中心林场进行标准化建设，5.22万户
生活在森林腹地的职工居民搬出大
山，圆了安居梦。林区的职工群众正
享受着林业改革发展的幸福成果。

如今，再走进大兴安岭林区，一条
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一座
座装饰一新的管护站新颖别致，一幢
幢造型独特的楼房有序排开，一张张
笑脸印证着万顷林海的和谐幸福。

昔日伐木工 今朝护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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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明

“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辈
子交道，想不到，我一把年纪了
还念上‘羊经’，发了’羊财‘！
今年赶上羊价好，再加上我们
老两口也勤快，一年下来，养羊
的毛收入差不多七八万，对于
我们老两口来说这可是个丰收
年！”临近年关，盘算起今年的
收成，61岁的卢海学对今年养
羊的收入特别满意。

卢海学是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乌兰图克镇新丰村 6 组村
民。6年前，看着村里和镇上
不少人靠着养羊致了富，卢海
学也跃跃欲试，把自己要养羊
的想法告诉了老伴儿：“咱们村
有很好的土地资源，人均10多
亩地，养羊可以消耗掉玉米秸
秆、葵花杆，既节约了养殖成
本，也能将废弃的秸秆都利用
起来。再说了，咱们老两口都
上了岁数，种地也算不上一把
好手，要不试试养羊？”

老两口说干就干。2012
年春天，卢海学买了40只小尾
寒羊羊羔，开始念上养羊经。

“我们养羊虽然起步晚，但
是起点高。我特地到镇里养羊
大户那里取经，不像农村以前
肉羊散养放牧、不计成本，用精
饲料搭配玉米秸秆分阶段、精
细化饲养。”卢海学说，临河区
农牧业局和当地饲料企业还专
门派出技术员对他进行指导，
面对面教他新型养羊技术和如
何科学使用饲料。每年，卢海
学还要参加饲料企业组织的培
训。现在卢海学养的羊4个多
月就能出栏，比原来提前了1
个多月，而且羊肉和羊毛的品
质也更有保障，一只羊比原来
能多赚100多块钱。

这两年，卢海学把家里耕地
全部种上了青贮玉米，一门心思
地养羊。卢海学的养殖规模也
从一开始的40多只，发展到一
年育两拨羔羊，每次两三百只，
基本上做到了四季均衡出栏。

“我们镇周边有几个大屠
宰场，羊羔每天供不应求，根本
不愁卖。现在，我的羊场里还
有140多只羊，春节前后就能
出栏。到时候羊价一准低不
了！”卢海学说，他现在养羊的
规模小，算是单打独斗，他期待
着整个村子的养羊户门能能抱
团致富：“村子里联合发展的潜
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全村或
者和周边村的养羊户门一起做
这个项目，肯定能做大肉羊养
殖业。到时候养羊就是个更好
的营生了。”

“养羊是个好营生”

本报 12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
到，2018年，赤峰市敖汉旗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强化巩固提升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使36028名农牧民吃上
放心水。

2018年，敖汉旗投资280万元
建设饮水安全除氟工程19处，安装
除氟设备2528套，解决木头营子、
古鲁板蒿 2 个乡、19 个自然村、
2528户8202人的饮用氟超标水问
题 ，其 中 贫 困 人 口 767 户 1352
人。 投资1550万元，新建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8处，打配水源井7
眼，铺设输配水管路139公里，入户
管路 80公里，安装入户设备 3731
套，巩固提升四家子、下洼等7个乡
镇20个自然村的3731户12494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涉及贫困户567
户1218人口。 投资567万元改造
分散式除氟工程56处，安装除氟设
备4727套，解决8个乡镇、56个自
然村、4727户15326人的饮用氟超
标水问题，涉及贫困人口 1146 户
2619人。

敖汉旗饮水工程
让3万余农牧民受益

本报 12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沿河三镇自来水
提质增效工程近日完工。工程将库
布其沙漠复地优质水引到了巴拉贡
镇、呼和木独镇、吉日嘎郎图镇地
区，让沿河3镇近 4万农牧民喝上
优质水。

杭锦旗沿河3镇自来水提质增
效工程今年8月份开工建设，总投资
约12670.99万元，工程克服无电无
路无信号等各种困难，历时100多
天，建成水源井9眼，1000立方米高
位水池一座，引水管道10.5km，输
水管道110公里，将库布其沙漠腹
地优质水引到了沿河3镇。

巴拉贡镇、呼和木独镇、吉日嘎
郎图镇地区属黄河冲积平原区，深
层地下水矿化度高，且氟含量、氯化
物超标，无法直接饮用。上世纪80
年代依靠在黄河岸边打侧渗井取用
浅层地下水饮用。而近年黄河流量
由2005年之前的500m3/s降为现
在的200m3/s以下，导致黄河两岸
湿地高含盐量水向黄河补充，加之
经过二三十年的运行，水源地补给
发生明显变化，该地区供水工程出
现水质年际变化大、供水量不足、供
水保证率降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三
地群众的生活便利和身心健康。该
工程的建设，彻底解决沿河3镇农
牧民饮水安全问题。

杭锦旗4万农牧民
喝上优质水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

作为赤峰市敖汉旗人口最多的一个
乡镇，贝子府镇盛产野山菌，每年产量在
300 万斤以上。为加快脱贫攻坚的步
伐，该镇立足实际，在蘑菇产业上做起了
文章，成了名副其实的“蘑菇小镇”。

在万家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86
栋菌棚整齐排列，每个棚可以放10000
棒菌棒。菌种由上海农科院提供，菌棒
前期技术和销售由合作社完成，农户只
负责出菇，无论是贫困户还是普通种植

户，都没有风险。
万家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园

区化管理、公司化运营、合作化互助、互
助式扶贫的发展原则，按照统一培育菌
种、统一生产菌棒、统一经营管理、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产品销售的模式管理运
营，计划3 年内把产业园建成脱贫攻坚
基地、三产融合基地、新产品新技术试验
示范基地和科技培训推广基地。

今年11月，万家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投资了400多万元添置了制菌、灭
菌、叉车等设备和机器，目前，冬季的生
产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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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木材产量始终保持在高位
运行。截止到2015年全面停伐，林区累计为国家
提供木材2亿多立方米、上缴利税200多亿元。

但同时，在创造了“大木头”经济辉煌的同
时，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长期的高强度
采伐，使林区可采资源快速减少，森林资源“入
不敷出”现象愈发明显，国有林区陷入资源危

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局面。
为走出困局，林区先后进行了承包经营、抓

大放小、减员增效、“二次创业”、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剥离办社会职能、辅业改制、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等数次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
逐渐掌握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实
现了以木材生产为主向林业生态保护建设为主
的根本性转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2015年停伐之后，林区共有 1.6万余名原从

事木材生产的职工实现了转岗安置；供暖、供
电、供水、物业等社会职能移交属地政府，近
5000 人的身份实现了转换；企业改革涉及的
2000 多名干部职工身份由国有转向了混合经
济；移交资产 5.6 亿多元。同时，工资、社会保
障、生态移居等改革又解决了广大务林人的后

顾之忧，让他们又一次挺起生态建设脊梁，扛起
生态文明大旗，肩负起保护 10.67万平方公里生
态安全的光荣任务，担当起打造祖国北疆亮丽
风景线的重要职责。

目前，大兴安岭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森
林覆盖率持续增长，与开发初期相比，分别提高
191 万公顷、2.9 亿立方米、17.34%，生态保护与
建设水平已经走在了全国国有林区的前列。

制
作
菌
种

采
摘
蘑
菇

贴
透
气
贴
和
检
查
微
孔

检查完的菌棒被放置在灭菌架上，将送往灭
菌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