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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报传播能力

，提升党报宣传效果

“你们是不知道，这几天我的电话都
被打爆了，没想到农牧民积极这么高，好
多还是托关系走后门来的，我该不叫谁参
加？”鄂托克旗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广
校校长黄斌一边挠着乱糟糟的头发，一边

“抱怨”道，笑容却在黝黑的脸上开出了
花。

这种幸福的“折磨”始于即将开班的
鄂托克旗 2018 年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工
程。虽然距离开班还有一段时间，可是通
知 一 发 出 ，预 计 300 个 名 额 ，报 名 的 近
400 人。这让黄斌等培育工程的执行者
喜忧参半，他说：“不能伤了农牧民的积极
性，三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
们的培训有效果了。”

2016 年，鄂旗开始实行新型职业农
牧民培训工程，打造新时代的农牧民“讲
习所”。培训前对常年从事农牧业生产年
龄在 18 到 55 周岁的农牧民和具有积极
示范带动作用的种养殖大户、农牧民合作
社骨干、村嘎查负责人等农牧区的中坚力
量进行严格认定，之后进行“综合集中学
习+实践观摩学习+后期跟踪指导”一整
套培训，实行三年学制，共 120 个学时。
被认定的新型职业农牧民除了参加培训
外，还可以优先享受农机补贴、农牧业保
险补助等各级政府制定的强农惠农政策
和技术结对帮扶、基础设施建设等扶持政
策。

虽然“诱惑”多多，但现实却并不尽如
人意。“第一届报名人不多，和上级部门申

请了 200 个名额，大多数农牧民都是我以
前的老关系，来培训是为了给我‘面子’”，
黄斌坦言当时的窘况。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曾提出，着
力解决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大
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 年中央一号
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
业培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国家
政策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向，我们培训中的
第一课都是关于政策理论的，改变思想观
念是根本。我一下乡，总是有一堆农牧民
问询政策的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关
键内容。我们的职能就是收集农牧民的
问题，反馈给培训专家，专家有针对性地
给农牧民教授。”说起国家政策，黄斌这个
农技“大咖”头头是道。

正是得益于对政策的吃透弄懂，再加
上一直是本地出了名的“土专家”，黄斌在
课程内容的选定上力求理论和实践均衡，

“只有来自实地的刺激，才能有效激发农
牧民的积极性，又让学员之间相互联合，
在买进生产资料卖出农副产品上，相互借
力”，黄斌说。

喷雾器怎么使用，机械怎么发挥最大
作用，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怎么搞，动物疫
病防控怎么弄⋯⋯农牧民多年来林林总
总的问题在培训中变成了学习的感触和
发展的动力。2018 年 3 月份，2017 届学
员在赴巴彦淖尔市观摩学习现代农牧业

种养殖模式后，写下了一页页感触颇深的
观后感。

“实地参观使我打开眼界，受益匪浅，
他们养殖规模大，棚圈建设合理，农牧业
科技先进，电商物流方便快捷。相比之
下，我们还是有差距的，通过培训我要转
变传统观念，”来自棋盘井镇伊克达赖嘎
查的李春霞在“学习心得体会”中写道。

“我最大的感受是要抱团取暖，希望
农广校把这种学习观摩常态化，让更多的
农牧民受益”，来自蒙西镇碱柜村的王成
深有感触地说。

寒冬的木肯淖尔镇巴音淖尔村，已是
滴水成冰。但刘树平忙个不停，不是东家
的牛生病了，就是西家的羊有了问题，他
是大家眼中的“红人”，很多难题都能解
决。

刘树平是 2016 年新型职业农牧民培
训班的学员，2018 年 8 月完成学制“毕
业”。“种了这么多年地，才发现其中的‘道
道’多着呢，以前一亩地一个人得种个五
六天，现在 120 亩地两天两个人就能完
成，关键是产量还翻了三番；以前养猪，生
猪仔的时候都在地上，人也守着，现在安
了探头，母猪都有了产床；以前卖个农产
品就等着人家来收，现在‘同学微信群’里
喊一声，信息立马来了⋯⋯”刘树平一连
用了多个过去和现在画出了一个“逆袭”
路线图，学习的成果正是逆袭的强大动
力。

其实，刘树平在 2013 年便“跟风”成

立了鄂托克旗广荣种养殖合作社，但一
直没啥起色，合作社就是个“名儿”，随后
的几年里，村里好几个合作社选择了主
动注销。就在刘树平犹豫的空当，机会
来了——他参加了 2016 年鄂托克旗第一
届新兴职业农牧民培训班，一整套培训模
式走下来，三年后的刘树平判若两人。

买化肥时要给黄斌打个电话，买种子
的时候要给黄斌发个信息，想扩大发展规
模了专门去找黄斌讨个主意，每次黄斌都
会让他满意而归。比如他会告诉刘树平：
防治病虫害不能过头了，违禁违规的农药
不可以用，过度防治不仅会破坏环境，还
会增加成本。

“没有他，没有这个培训班，我哪敢种
120 亩 水 地 ，还 养 了 300 头 猪 200 多 只
羊，今年收入 20 万元没啥问题。”刘树平
把从培训班学来的“窍门”用到了实践中，
带动合作社和村民一起致富。2018 年，
合作社第一次创下收入破百万元的新纪
录，刘树平也被选为村民代表。

“参加了培训班，认识了好多有想法
有能力的农牧民。同学能交流，老师给指
导，胆子大了，底气足了，技术好了，上当
受骗少了，弯路也少了。以前说话没分
量，现在村民遇到种养殖难题都会找我。
刚才还有人打电话让我帮着走后门给弄
一个今年培训班的名额。”同为 2016 级培
训班的刘海刚笑着数算出参加培训后的
几大变化。

在同为木肯淖尔镇的乌兰哈达村，刘

海刚不仅是致富能手，还是大家的技术指
导。他现在还帮扶了一个贫困户，平时进
行技术指导，也经常通过微信群、朋友圈
等方式给贫困户卖点农副产品，“政府给
钱给东西也有个完了，必须得自己找到致
富的门路才行了。”刘海刚说。

“他们就是身边榜样，是乡村振兴中
的一支栓整队伍。我们说话农牧民有时
候不听，但是他们说话管用，因为效益就
在眼跟前了。培育了他们，才可以真正让
现代农牧技术达到最后一公里。”黄斌接
过刘海刚的话茬，指出培训的核心要义。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是产出跟过去
相比却大为不同，无论是品种、数量、质
量，还是生产方式、组织结构、营销手段。
通过新时代农牧民“讲习所”，鄂旗成功培
育出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有创新能力的骨干农民，让“谁来种
地”问题得到有效疏解。就如棋盘井镇的
伊克达赖嘎查，有劳力 400 多人，三年间
先后有 60 多人参加了培训，今年与 2016
年相比，人均收入大幅增加。

“我现在很焦虑，技术人员少，培育工
程进度慢。下一步，我们打算和职业学校
合作，培养农村技术员，比如兽医。让农
牧民在实用技术上找差距，在产业链上培
育职业农民，真正把身份变成一种职业，
这样才能真正为乡村振兴打下基础”。采
访结束时，黄斌并没有对以上的成就表示
出欣喜，而是略有忧心地说出了他的下一
个“远方”。

路，蕴含着新机遇；路，昭示着大发展。
40年前，崎岖难行的道路，让无数人惆

怅。
山高、水远，土货不出、外货不入，落后

的交通状况不仅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也束缚
了人们的眼界。

40年后，昔日天堑变坦途，民生工程惠
万家。

一条条道路宽敞平整、四通八达，且不
断在延伸、在拓宽、在改造，成为兴安人民的
致富路、幸福路。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改写了兴安盟公
路发展的历史。干支衔接、布局合理，高速公
路合纵连横、农村公路阡陌交错⋯⋯四通八
达的公路网络不仅改变着老百姓的生活，也
为全盟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条条公路就像一条条“黄金走廊”，让
兴安盟驰骋在发展的“快车道”上。

大道如虹——让出行之路更畅通、更便捷
公路，一头连接着经济腾飞，一头连接

着民生幸福，公路建设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上世纪 80年代初，兴安盟绝大部分公
路是在大车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公
路数量少、桥梁数量少，设计标准低、抗灾能
力低。崎岖的道路减缓了经济发展的脚步，
也让群众的出行变得困难。

“别说是农村，就是城市里的街巷胡同
也都是泥土路。那时候最怕下雨天，一遇到
下雨天那路简直没法走。”谈起曾经的“行路
难”，乌兰浩特市市民刘志鹏感慨万千。

改革春风吹进兴安大地，也带来了“要
致富，先修路”的理念。从此，全盟上下开始
了艰苦奋战、开山辟路，一公里一公里地打通
发展通道，一座一座地架起跨越桥梁的历程。

随着兴安盟公路建设投资的不断加大，
昔日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
曾经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敞的公路⋯⋯一
条条公路犹如一条条“玉带”飞舞于山水之
间，越来越密集，逐步构建起了内部通达通
畅、外部连通开放的综合路网体系。

2010年12月12日，兴安盟第一条高速
公路——国道302线石头井子至乌兰浩特高
速公路正式通车，兴安盟从此告别了没有高速
公路的历史，公路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该高速公路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至北
海省际通道、国道111线和省道203线相连

形成区域路网，可直接辐射哈大齐工业走
廊、大连经济区、辽中经济区、长吉经济区、
珲春至阿尔山二级轴线、丹东至霍林河二级
轴线，是我盟与东北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

截至2018年10月底，兴安盟公路总里
程达到 13150 公里，是 1980 年的 6.8 倍。
其中，高速公路215公里、一级公路491公
里、二级公路 923 公里、三级公路 2088 公
里、四级公路 9291 公里、等外公路 142 公
里。全盟共有桥梁1457 座，是1980年的
16.7倍。

快速发展的公路网络，也“串”起了广袤
的农村牧区，打破了农村牧区的自然封闭状
态。沥青路、水泥路连接各苏木乡镇、嘎查
村，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连接
城镇、辐射乡村、方便快捷的农村道路网
络。富起来的农牧民也早已告别马车、毛驴

车，开上了小轿车，欢快地行驶在平坦的农
村公路上。

“过去，走哪儿都靠自己的两条腿，运输
就全靠人背马驮。而现在农村通了公路，车
辆也越来越多，大家要去哪里，坐车就到，很
方便！”扎赉特旗新林镇新林村李树贵说，现
在去镇里赶集，满大街都是运输车、客车。

随着全盟公路网的不断完善，为全盟人
民的出行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这
种变化从脚下就能直接体会到。

长路放歌——让致富之道更宽广、更快捷
铺下的是路，竖起的是桥，连接的是心，

通达的是富。
公路建设的跨越发展，串联起了城市、

乡村的幸福梦、致富梦，让人时时刻刻能够
切身感受到公路“大动脉”的跳动。

日益完善的公路网络，不仅为群众提供

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出行条件，还缩短了我盟
对外联系距离，增强了与周边地区的密切联
系，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繁荣了经济，
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我们种猪扩繁场依托音江公路这条
‘黄金通道’，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带动了扎
赉特旗生猪产业的发展。”说起便利的交通
条件，扎赉特旗力丰种猪扩繁场负责人刘文
超赞不绝口。

同样尝到公路发展甜头的还有扎赉特
旗隆越生态园。隆越生态园开园后只赔不
赚，每天客流量达不到30余人。原因无他，
路难行，游客不愿意来。可现在就不一样
了，良好的道路环境，为生态园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客流。镇赉、泰来、乌兰浩特、齐齐哈
尔等地远道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是
越来越火，还带动了40余位农牧民就业。

山还是那座山，路却不再是原来的路
了。不断完善提升农村公路网，对各行业的
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拉动效应。宽敞的柏油路
修到了家门口，农牧民赚钱的路子更广了，蔬
菜种植、禽类养殖、设施农业、农家乐等产业
化项目在公路沿线迅速铺开。

“路通了，心里也敞亮了，这绿水青山就变
成了‘摇钱树’。”在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巴
彦塔拉嘎查，水云涧度假村的负责人塔琳苏布
德老人高兴地说。2013年，巴彦塔拉嘎查通
水泥路后，塔琳苏布德老人修建了两座蒙古
包，并盖起了一幢小洋楼，用自家养的牛羊招
待往来游客，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好路在前，幸福可期。公路网的日趋完
善，也促进了物流业的加快发展。作为以公
路运输为主的地区，公路货运对我盟经济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据统计，全盟货车数量比
1980年增长了11倍，公路交通运输达到了

“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物流业的加快发展，还让电子商务这个

新生事物在全盟遍地开花，让“土货”变“网
货”，乘着物流车辆走向全国各地。依托便
捷的公路网络，突泉县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和10个乡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
113个电子商务服务站点、1个物流分拣中
心。

“前段时间，紫皮蒜收获，慕名而来订购
紫皮蒜的买家有很多！”突泉县突泉镇双山村
电商服务站点负责人李海燕说。突泉县电商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到年节期间，
网上订购紫皮蒜、黏豆包、小笨鸡、绿豆米、步
阳草编的客户不断，一天要发两次货。完善
的公路交通和便捷的网络系统相得益彰，让
突泉县紫皮蒜、黏豆包、小笨鸡、绿豆米、步阳
草编等农特产品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前不久，阿里巴巴包销的“兴安盟大
米”——二龙屯品牌大米在科右中旗装车发
往全国各地。阿里巴巴首批包销的32万公
斤大米将在运输车辆的轰鸣声中，走进广东、
重庆、武汉、天津等地。公路建设的发展，带
动了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
构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化。

40年波澜壮阔，40年跨越发展。一条
条道路，一座座桥梁，见证着变迁，诠释着发
展。从当年的车马大道到如今的一级公路、
高速公路，公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兴安
盟巨大发展变化！

驰骋在发展驰骋在发展““快车道快车道””上上
兴安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兴安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

◎◎文文//图图 《《兴安日报兴安日报》》记者记者 振兴振兴

参加活动。

认真听讲。 颁发结业证书。

兴安盟第一条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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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石头井子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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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来培训是“给面子”
如今想参加要“走后门”这个农牧民这个农牧民““讲习所讲习所””火了火了

◎◎文文//图图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张晓艳张晓艳 马利军马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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