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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又一次从容地升起，又一次赋予时间以壮丽
感，很荣幸——我们在 2019 的第一期里见面了：你好！
亲爱的读者。

40 年前，改革开放如春雷炸响，从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到免除农业税，再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
兴，我区农村牧区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父辈们筚路蓝缕，用一代人
的时间，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今天，现代化的列车又将
带上我们“新一辈”，驶向崭新的小康图景。只要你站在

田埂上、村舍旁、街道边，就能切实地感受到改革建设
带来的点滴变化，清晰地触摸到北疆大地上跃动的脉
搏。

汗水比泪水更有营养，走着比坐着更有力量。我
们或许经历挫败，但梦想总会如旭日之升；我们也许曾
经疲惫，但希望总会如皓月之恒。这希望与梦想不在
远处，就在你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在你我对职责
和使命的坚守中。诚然，纸张会泛黄，油墨会模糊，但
真理的光芒会一直闪耀，跋涉的脚步亦将一路自信。

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一些朝向内心的期许会在耕耘
的土地上得到满足，一些面向未来的梦想会在拼搏的日
子里渐渐清晰。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穿越这时光的海洋，
真诚地互道一声祝福：愿你我的期许和梦想，在温暖的大
地栖息生长。

新年第一期，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田野、沙区、森林，
以连线和现场采访等形式，来记录广大农牧民的点滴生
活和新年期许，从而折射出 40 年来农村牧区的巨大变迁
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敬请读者关注。（施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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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这片
来之不易的绿色
□本报记者 李晗

记者：2015 年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不
伐木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张长喜：现在做护林员。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森林抚
育的后续工作，就是把伐掉的树枝和倒木集中清理出去，
按照规定集材归堆。去年，大兴安岭林区森林抚育任务
39万公顷，其中乌尔旗汉林场400公顷。目前除了一些收
尾工作外，乌尔旗汉林场任务基本全部完成。别小看这项
工作，森林抚育能够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森林质量。

记者：从伐木工到护林员，你感受如何？
张长喜：当伐木工那时，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每个人都

卯足干劲。我一冬天就能伐 1 万多立方米木材。因为成
绩突出，2012 年我获得了大兴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颁发
的“兴安脊梁”奖章。从 1949年到 2015年，大兴安岭累计
为国家提供了 2 亿多立方米木材。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
林区可采资源快速减少。说句心里话，眼看着一棵棵粗壮
的大树倒下，我也很心疼。2015 年 4 月 1 日，林区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我们从伐木工转成护林员，夏秋季
做防火瞭望，冬春季做森林综合抚育，林区的绿色一点点
回来了。过去，你上哪儿都是空档地，这才几年光景，小树
都长起来了。现在，大兴安岭林区森林面积达到 637万公
顷，生态保护和建设水平都走在了全国国有林区前列。停
伐后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老林区人的工资连年增长，
住房也都解决了。守着青山绿水过着好日子，我挺幸福。

记者：今年有什么打算？
张长喜：新的一年，我依旧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只要干一天护林员，就会尽到森林管护责任，尽全力保护
好大兴安岭的生态安全，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托管不托管 日子不一样
□文/图 本报记者 赵弘

记者：听说您家土地托管了，为啥要托管？收入咋样？
王双全：2017 年初村里合作社搞了土地托管，从种到

收一条龙服务，我早早地就签了托管合同。这土地托管好
处可多了，我给你算算账，你就知道了。

2016 年，我单打独斗种自己家那 10 亩地，用马力耕
种，耕 1 亩 70 元，种 1 亩 30 元，就这还雇不上人，来来去去
就耽误了农时，导致苗长得不好，秋收一结算，除去成本，
白贴了一年的辛苦。

这次土地托管后，我又从合作社承包了 30 亩荒地，借
助合作社的大型农机具，提前 20 多天就把玉米和土豆种
进去了。合作社 1 亩玉米只收服务费 55 元，1 亩土豆收 65
元，比以前的马力耕种 1 亩就节省了三四十块钱，而且合
作社全程进行技术指导，保证出苗率。年底一结算，光地
里就收入了 2 万多元。

记者：改革开放这 40 年您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双全：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穷根拔了，穷窝挪了。我

十几岁开始种地，地里刨食日子过得很艰辛，2014 年被定
为贫困户。由于国家政策好，帮扶力度大，仅过了一年就
脱贫了。这些年我家的生活一年一个样，你看我现在住上
了楼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土地托管以后，挣钱的门
道更多了。我腾出手来养了 300 只鸡、4 头猪，卖鸡卖猪又
收入 1 万多元。我和老伴儿算了一下，一年总收入超过
35000 元了。

记者：今年您有啥新愿望？
王双全：这连片托管土地比我过去单打独斗种地好处

大多了，地里都是机械化作业，效益更高了。今年我打算
再多承包点儿土地，红红火火再干它一番。

咱家的地种得更科学了
□文/图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记者：老哥，听说你参加了 2018 年“杭锦后旗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
工程经营主体带头人”封闭培训，这次培训收获怎么样？

刘培新：收获可大了。从早到晚 7 天的课程，包括设施农业、电子
商务、畜牧业规范化养殖和疾病防控、土地确权等方面的政策解读、现
代农业创业、合作社经营管理等等，真是长了不少知识，思路也更清楚
了。听说市里还要选优秀学员参加自治区的培训，我要争取选上，多培
训眼界宽嘛。

记者：改革开放 40 年，你种地也有几十年，你觉得现在种地跟以前
相比有啥变化？

刘培新：变化可大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伙儿的积极
性被激发了，想尽一切办法把地种好。以前种地全靠人力，很辛苦，现
在从种到收基本都是机械化，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过去一家人种十几
亩地都很费劲，现在种几百亩地也很轻松，而且集约化种植成本低、效
益高。以前地膜化肥农药用得多，现在国家提倡控肥增效、控药减害、
控水降耗、控膜提效，有害的东西用得少了，产量不仅没降低有的还更
高了，绿色有机的东西更能卖上好价钱。而且村里现在油路、水泥路四
通八达，房子也盖得很好，村里干净整洁多了。这两年国家实施了乡村
振兴战略，只要好好干，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记者：你这个种植大户新年有啥新打算？
刘培新：我这个年纪在村里还不算老。我还想多包点地，通过科学

种植把土地效益发挥到最大化，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早日奔小康。

“减羊增牛”发牛财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数九以后的一个清晨，天气特别寒冷。斯日古楞正打扫院落、给黄牛添加草料，好像浑身
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斯日古楞是通辽市科左中旗珠日河牧场巴达玛分场的牧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殖大
户。凭借自己多年的养殖经验，他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地牧业发展的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养
畜成本、增加了收入，还进一步保护和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

“减羊增牛后，为了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我把羊卖了，专心养牛。”别看斯日古楞说
得轻巧，实际上他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2016 年，斯日古楞家有 500 多只羊。为了更好地发展养殖增加收入，他卖了大部分羊，开
始专心养牛。“养一头牛顶几十只羊的收入，又不用放牧，还有利于保护草场。”斯日古楞说。

“现在日子好过，都是国家政策好。前些年我们牧民搞养殖，想要贷款相当难。这几年政
策放宽了，牧民贷款容易了。”2018 年，斯日古楞贷款 10 万元，买了 2 头种牛 3 头黄牛。

“2018 年纯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 20 多万元。收入高了，就想改善生活条件。这不，前几
天又买了一辆轿车，家里已经有两辆车了。”虽然辛苦，但眼瞅着日子越来越好，斯日古楞一家
人干劲更足了。

“现在种了 100 多亩青贮玉米，今年想再包点地，达到 400 亩左右吧，就是赶上旱年也不怕
了。如果草牧场的面积再增加点、黄牛能再下 100 来只牛犊子，那收入就稳定了。”

种沙柳是最重要的事
□文/图 本报记者 马艳军

元旦刚过，李军就把家里养的白山羊赶到村子南边的庄稼地里啃
食枯枝败叶。他对记者说，自己不愿意猫冬，农闲时养养羊还可以增加
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养羊、种地，作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土生土
长的农民，李军 20 多年来最忙的事儿就是种沙柳，改变家乡的生态环
境。

李军 1970 年出生在官井村，该村位于库布其沙带内。在李军的记
忆里，那个年代，村子及其周边除了沙漠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有时，一
觉醒来门外的沙子堆得跟房子一般儿高，有的小孩淘气，就顺着沙子爬
到屋顶去玩。当时村民家的屋门都向里开，没有向外开的。因为屋门
向外开，如遇上沙子堵门，人都出不去。不仅如此，村子通往外界的那
条沙土路经常被沙子掩埋。村子就变成了孤岛，人出不去，车也进不
来。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些村民带头开始治理沙漠，宜林则林、
宜灌则灌，稳沙固沙。10 年后，李军长大成人，也加入了治沙队伍，陆续
绿化了 2900 亩的荒漠。如今，官井村的绿化面积已经达到了 19.2 万
亩，成为全旗的林业大村。李军说，他家乡的生态环境变美丽了，这是
全村 100 多户人家努力的结果。

李军告诉记者，沙柳的治沙作用好，其根系非常发达，最远能够延
伸到 100 米，可以将周围流动的沙漠牢牢锁住。沙柳还有很高的经济
价值，3 年平茬砍下的枝条可以做板、做纸。据了解，光沙柳一项，李军
一年就挣了 16000 元。

看着栽种成林的大树

，李军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

采访方式：现场采访
采访对象：
村民李军，48 岁
时间：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地点：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

采访方式：电话连线
采访对象：
村民王双全，66 岁
时间：
2019 年 1 月 2 日
地点：包头市固阳县
下湿壕镇白银合套村

王双全老两口住进新楼房。

张长喜正在伐树枝

。

王鹏

摄

采访方式：电话采访
采访对象：
护林员张长喜，54 岁
时间：
2019 年 1 月 2 日
地点：呼伦贝尔牙克
石市乌尔旗汉镇林场

采访方式：电话连线
采访对象：
村民刘培新，56 岁
时间：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地点：巴彦淖尔市杭
锦后旗沙海镇新乐村

刘培新参加培训

。

采访方式：现场采访
采访对象：
牧民斯日古楞，38 岁
时间：
2019 年 1 月 2 日
地点：通辽市科左中旗
珠日河牧场巴达玛分场

斯日古楞在清理草料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