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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艳军 摄影报道

4月2日，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
林镇河南村农民开始种蒜的日子。一
大早，梁利平的地里便热闹起来，旋耕
地、耙地、拉堰、土地机械化打孔、放入
蒜种，如此繁杂的农业生产过程，梁利
平一家人根本忙乎不过来，于是请来
了村子里的18个农民帮工。据了解，
在河南村有一个保持多年的好传统，
在农忙时节，邻里之间都会无偿互助。

一会儿功夫，梁利平忙得满脸是
汗。照这速度，4月3日种完2亩地的
蒜，4月4日就能浇上水。“春争日，夏
争时”，当了半辈子农民的梁利平最在
乎这句农谚。

河南村种蒜的历史并不久远，
2017年才起步，最早只是单一的种马
牙蒜，如今还种独头蒜和紫皮蒜，蒜的
品种在逐年丰富。站在河南村口放眼

望去，丘陵山区连绵不绝，耕地有限，
但是目前有1/4的常驻农户都在种蒜。

河南村驻村第一书记苏依勒告诉
记者，该村去年对农民种蒜收入做过

较详细的统计，1亩地产蒜2400斤，每
斤按平均两块钱左右卖出去，纯收入
达到了2000多元。这就意味着，1亩
地产大蒜的纯收入相当于种植3亩玉

米的纯收入。
梁利平是村里最早种蒜的农民，

他曾经在1亩地上获得过近3000元的
纯收入，占到了当年全部农业收入的
70%。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
富裕是根本。河南村在稳定玉米播种
面积的同时，不仅鼓励、引导农民在自
己家的耕地上种蒜，而且以村民委员
会的名义流转96户农民的土地进行大
蒜种植，努力打造“一村一品”的发展
格局。双方在土地流转协议书中明
确，土地流转年限为3年，即从2019年
3月 15 日起至 2022 年 3月 14 日止。
在2019年，整个河南村计划种蒜300
亩左右。

河南村目前正在积极培育乡村车
间，发展适合自己经营的蒜产品初加
工，出村进城投放呼和浩特市市场，同
时还将拓展国内的大市场，保障蒜产
品交易稳定。

河南村：种蒜种出了好光景

□本报记者 钱其鲁

虽然已是春天，但地处大青山北麓的呼和
浩特市武川县气温依然很低，大田里的农业生
产还在“沉睡”中。得胜沟乡东坡村党支部副书
记杨福龙却开始忙起来了，手机整天响个不停。

“来电话的大都是农民，询问今年的天气
走势咋样，会不会有霜冻害，夏天旱不旱，种什
么合适、啥时候种等等，我就给简单说说。”杨
福龙笑着说。

别看56岁的杨福龙其貌不扬，却是高级
农业气象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当地有名的“土
专家”。

上秃亥乡的赵锋搞种植前就听说过杨福
龙，但是半信半疑。几年下来，他佩服得五体
投地：“杨福龙预测的下雨天最多相差一两天，
这对种植来说就顶大用了，而且是提前几个月
预测的，简直神了。而且他不要报酬，大家为

了表示感谢有时候就给他买箱牛奶或者请他
吃顿便饭。”

杨福龙说，他从小在外祖父引导下，熟读
《甘石星经》《灵台秘苑》《易经》等古代典籍，对
天文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988年至
1990年自费在内蒙古气象学校深造，把古代
的天气预测方法和现代气象理论相结合，形成
自己独特的天气预测方法。

每年年初，他通过研究大气环流、星象、
动植物的活动变化、雪花形状等，即可预测出
全年的天气变化，并制成图表，标出每次风、
霜、雨、雪、冰雹的量级及天气的时空分布情
况。曾经过专门机构检验，准确率达 87%。
他存有39年的预报资料，读书笔记达300多
万字。

1991年自治区第一届那达慕大会的成功
举办就有杨福龙的功劳。当时，自治区政府要
求气象部门提前对大会期间天气状况作出准
确预测，以保障活动的顺利举行。由于预测难

度太大，很多气象专家都不敢接这个任务。
由于在气象学校学习时，杨福龙就曾凭着

独特而准确的预测在校内外名噪一时，自治区
气象局也知道他。于是，立即邀请他作为特邀
代表一起预测那达慕大会期间的天气状况。

杨福龙经过认真研究，提前就断定开幕活
动当天会有降雨。于是，自治区气象部门与山
西大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在大会举办前采取
措施对南来的雨云进行了干预。保证了那达
慕大会的顺利进行。

杨福龙填补了内蒙古地区超长期天气预
报方面的空白。即便是在今天，人们利用先进
的气象技术和装备也很难准确预测几个月后
的具体天气状况。

为了造福家乡武川县东坡村，他购买了很
多农业、气象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通过努
力学习钻研，把天气预测和农业生产实践成功
地结合起来，学以致用。

1997年，他引种荷兰豆、金瓜、西芹等获得

成功，1亩荷兰豆纯收入达到4000元。2002
年，东坡村成为武川县农业科技试范园区。杨
福龙还经常被各乡镇聘请为技术员，助力农业
生产，甚至在工作期间累得眼底出了血。

2007年，武川县把东坡村定为奥运会马
铃薯特供示范基地之一，除了当地优良的环境
和土壤，更看中的就是杨福龙的本事。供应奥
运会，意味着马铃薯最晚要在7月末8月初成
熟，比正常收获期提前近2个月。

杨福龙迎难而上，查阅20多年来的气象
日记，分析了当年天气趋势，确定了播种时间，
再加上后期他辛勤的劳动，试验终于获得成
功，8月1日按时采收。经自治区质检局和国
家农业部检验，他种出的马铃薯24项指标全
部符合国家AAA绿色有机食品标准。

东坡村因此成为武川县4个试种基地中
唯一成功的基地，人们都说这里种出了“奥运
土豆”。虽然后来“奥运土豆”被别人抢先注册
了商标，东坡村的土豆依然供不应求，价格还

比其他地方高。
2012年，杨福龙高票当选东坡村村委会

主任。面对乡亲们的信任，他拒绝了一个种植
基地年薪10万元的工作机会。杨福龙兢兢业
业地为全村百姓在农业生产、农业保险、脱贫
攻坚等方面做好服务，还引进中草药种植项
目，带领村民进一步脱贫增收，赢得村民交口
称赞。

多年来，杨福龙屡获殊荣：呼和浩特市先
进农村科技带头人、内蒙古乡土拔尖人才、内
蒙古“百佳文明农牧民”、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
头人，呼和浩特市和自治区劳动模范。他还曾
当选武川县人大代表、党代表，现在是武川县
政协委员。

去年，杨福龙卸任了工作繁忙的村委会主
任职务，以专心做好农业服务和天文气象等研
究。“现在武川县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利用我的知识，相信我还能为乡村振兴作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杨福龙说。

“气象土专家杨福龙是咱武川的一个‘宝’！”

◎画中话·HUAZHONGHUA

记者去武川采访当天，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有
雨夹雪，不禁担心山路难行。杨福龙却在电话里
说当天没有，第二天才会有。记者不相信他会比
天气预报还准，于是忧心忡忡地上路了。没想到

一路上天气晴朗，到达后的第二天一早真得下起
了雪。不由地赞叹道：“你这预测，神了！”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杨福龙从小钻研天文
气象，并终生为之努力。高中毕业后，因为年

轻、有文化，他被乡里选中，需要什么技术就派
他出去学习，帮助乡里发展集体经济。后来，
他努力将天文知识与农业知识结合，积极助力
农村发展。当了村主任，他更是为了带领村民

致富，牺牲了好多发展机会和赚钱机会。
当前，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要素就

是人才。就武川县而言，有了杨福龙这样的土
专家，一定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
补记

◎新作为·XINZUOWEI

◎消息树·XIAOXISHU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韩雪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
天，对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
治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
查达斡尔族牧民敖国志一家来
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3月末的一个早晨，刚刚吃
过早饭，敖国志的老伴儿金美玲
就急急忙忙出门了。这天对她
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呼伦贝尔
宏图包装有限公司在嘎查建起
了扶贫车间生产包装盒，今天是
招工的第一天。嘎查里不少妇
女和金美玲一样，早早来到车间
应聘。“出门拐个弯就到车间了，
走路也就十来分钟，这才是真正
的家门口就业。如果应聘成功，
每月能挣1500元，这样的好事儿
哪儿找去。”55岁的金美玲乐呵
呵地说，生产包装盒的工作很简
单，像她这个年纪的妇女就能很
快上手。

敖国志早在去年就成了工
薪一族。2018年，敖国志在驻村
干部帮助下找到一份在企业打
更的工作，每月都能有一份稳定
收入。

敖 国 志 今 年 56 岁 ，他 家
2017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虽然有几头牛，但是家
庭开销大，加之他年龄越来越
大，缺乏劳动力和固定经济来
源 ，一 家 人 生 活 比 较 拮 据 。
2017 年以来，在各项扶贫政策
的帮扶下，他家摘掉了贫困帽
子，生活越来越好。他有个致
富账本，记录了这两年家里生
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敖
国 志 称 其 为“ 我 家 的 幸 福 账
单”。

2017年，敖国志把“三到村三
到户”扶贫资金和旗里匹配的人口
较少民族发展资金共计3.6万元全
部入股到内蒙古英伦畜牧业牧
民专业合作联合社，每年可以得
到10%的分红。

此外，连续两年养殖大鹅也
让敖国志有了一笔不少的收
入。2017年，他家养了2000只
大鹅，仅仅 3个月，敖国志就获
得了近 2万元的收入。他用这
笔钱给自家的 5头牛买了饲草
料，还了部分贷款。第二年，尝
到甜头的敖国志一口气养了
5000 多只大鹅，光养鹅就收入
好几万元。

去年，敖国志利用院子的空
地发展起了庭院经济，种植了
200棵云杉。春天正是树苗生长
的关键期，敖国志一有空闲时间
就支起水管给树苗浇水。“再有
一年，我这树苗就能卖了，只要
好好照顾它们，一定能卖个好价
钱。”敖国志说，一项项好政策，
加上一家人的努力，脱贫致富不
再遥远。

“晒晒我家的
幸福账单”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李晗）记
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近年
来，巴彦淖尔市供销合作社紧紧抓住
全区空白苏木乡镇基层社恢复建设的
战略机遇，因地制宜、因社施策，狠抓
基层社恢复建设，实现了基层组织建设
新突破，发展活力、服务功能显著提
升。截至目前，该市基层社总数达到
73家，实现销售额 4.8 亿元，同比增长
27.6%。干召庙镇基层社等3家基层社
被评为全国供销系统基层社标杆社。

巴彦淖尔市供销合作社坚持“组
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事业共
兴”，探索推广“基层社+镇村两委+专
业合作社”模式，将基层社建设与基层
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密切与农牧民利
益联结，努力营造党支部引领、基层社
推动、专业合作社带头、农牧户参与的
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良好格局。临
河区干召庙乡基层社与村“两委”达成
合作协议，共建服务平台和服务队伍，
通过规模化服务获得收益，既增强村
级集体经济实力，又提升了基层社的
服务能力，实现了“强村固基、富民兴
社”的目标。

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
等问题，该市供销合作社依托基层社开
展多种形式土地托管。五原县套海镇
基层社所属的新光农机专业合作社实
施葵花、玉米、小麦连片规模化种植，为
农民提供耕、平、耙、种、收等服务，土地
托管面积 8.7万亩，服务农户 1740户。
目前，该市供销系统土地托管面积 30
余万亩。同时，该市供销合作社依托基
层社创新服务模式，发展特色产业。临
河区曙光乡基层社流转土地 5000 余
亩，建成富硒小麦及麦后复种西兰花科
技示范园，亩均收益 3000元。乌拉特
中旗川井苏木基层社挖掘传统文化，发
展羊皮画手工艺品产业，实现销售260
万元，利润 22万元。五原县乃日乡基
层社与村党支部开展村社共建，共同发
展蛋鹅养殖产业，营业额近80万元，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

巴彦淖尔市供销社：

把基层社打造成
为农牧服务
前沿阵地

■〖农牧·E关注〗EGUANZHU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
解到，为切实加强锡盟供销社系
统基层供销合作社信息一体化管
理，实现全系统基层供销合作社
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基层社规范
建设、有效管理，按照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要求，锡盟供销合作社积
极组织开展“一社一卡”管理平台
信息录入工作并全部通过审核。
目前，该盟73个基层社已全部纳
入平台并实现上线运行。据了
解，“一社一卡”管理平台为每个
基层供销合作社建立了电子档
案，与全国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是
推动系统基层工作的重要工具，
为今后全盟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造
提升，实现基层供销合作社动态
管理提供了保障。

□通讯员 孙伟 摄影报道

4月的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龙头山农业专业
合作社采摘园很热闹，从南方引进的水果成熟了，吸
引了很多来采摘的市民。

据龙头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监事长张秀娟介绍，合
作社几年前开始从南方引进栽植火龙果、草莓、葡萄、
大樱桃、香蕉、莲雾、芭乐等特色水果。目前，合作社的
特色水果种植已经初具规模，基本实现了春、夏、秋、冬
全季候采摘。如今多数果树已经开始结果，成为本地
难得一见的热带水果种植园区。

合作社技术顾问郭振海说，南方水果种植在北方
温室，只要保持合适湿度、温度，使用酸性肥料将土壤
调节成酸性，生长基本没有问题，由于北方的光照条
件好，水果光合作用强，口感更好，产量有所提升。

张秀娟介绍说，目前，合作社已经建成75座果蔬大
棚，年产值达到420万元，带动3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人均达到5000元。

高产香蕉

剪葡萄

对社员进行火龙果技术指导 桃子鲜美

乡亲们互助种蒜

热带水果在喀喇沁旗种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