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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晗然

“欢天喜地过大年，父老乡亲乐喧
天。放鞭炮，贴对联，大红包，飞满天，乃
是一谣嗨，欢欢喜喜一起来过年……”乌
兰察布市商都县三大顷乡新海子村58
岁的老村长杨美那有点沙哑的嗓音忽高
忽低，哼着新版二人台《拜大年》，心里那
个甜呀！

临近年关，新春将至。坝上草原商
都县，村村落落的老乡们开始杀猪宰羊，
一是犒劳自己一年来的辛苦、庆丰收；二
是备下肉食、过个好大年，为来年续写

“春天里的故事”鼓劲加油。极寒天气，
挡不住新春的脚步。一场小雪过后，已
经闻到了浓浓的年味。1月26日，记者
与同事来到新海子村，中午打算打道回
府时杨美怎么也不让走，他说家里今天
杀猪，无论如何吃了“杀猪菜”再走。盛
情难却，几个人径直来到他家里，只见左
邻右舍、男男女女七八个人在忙活，已经
将一口200多斤重的猪宰杀，洗菜的、切

肉的、剥葱捣蒜的……既有分工又有协
作，张罗着一顿美餐。

杨美一边干活一边哼唱，引来大家
一片嬉笑声。可他不管不顾，似乎在回
忆过去那些岁月——想起小时候，穿着
大人替下来露屁股的打补丁衣裳，与小
伙伴们一起拾牛粪、捉迷藏、打土仗……
看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唱着唱
着，两眼眯成一条缝，泪眼蒙胧。他更为
今天的好日子而高兴，逢年过节，衣着光
鲜，家家户户几乎都杀一口猪，变着花样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得满嘴喷香，吃得
满面红光……

山里人淳朴、实在，凡是来客一律当
家人看待。杨美吩咐老伴儿胡祥把最好
的“二道眉”割下十几斤，还有猪肝肺、粉
坨子、土豆块来个一锅烩，再炒上几样青
椒、西芹菜，个个不离肉、不重样，还把留
下准备除夕守夜吃的猪排骨炖了好几斤。

“老哥哥，把最瘦最好的肉给我们吃
啦，你们过年时吃啥？”“你就敞开肚子吃
呗，要搁在前几年还真舍不得给你们吃，
那时我们自己也吃不上。辛辛苦苦喂养
一口猪，才卖几百块钱，还不知哪里等着
用呢！”杨美自斟自饮一杯酒下肚话更多
了起来，“现如今，家家户户粮满仓，养猪
又养牛和羊，百元大钞兜里装，歌声代表
我的心，我是打心眼里真高兴！”杨美举
起一杯酒，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这
是替乡亲们喝的庆功酒——党的富民政
策这么好，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这好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

“新海子村在村户数176户329人，
83户贫困户179个贫困人口在2019年
全部脱贫。”接过话茬的新海子村支书吕
志明说起村里的变化如数家珍，掰着指
头一项一项盘算道：村里以种养业为主，
以农养牧，种植的青玉米主要是为养殖

牛羊提供饲草料。就像养羊大户魏后生
养羊150多只，2020年仅出售羊羔一项
纯收入十几万元。吕志明自己养牛50
头，2020年出售牛犊子纯收入18万元，
今年又增加生产母牛好几头，收入肯定
赖不了……

在大家细细品味美食的时候，女主
人胡祥却顾不上吃，还是忙得团团转，招
呼完这桌又去看那桌，生怕大家吃不好，
碗里的肉还有一半儿又给满满盛上一
勺。人们一个“冲锋”下来，眼见还有半锅

“杀猪菜”，“剩下的咋弄呀？你们老两口
得吃好几天。”“不用，不用，一会儿村里还
有几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得一家一家给
他们送去……”这就是坝上草原的农民，
他们的胸怀像海一样广阔，他们的善良像
黄土地一样厚重。“新时代，好光景，吃水
不忘挖井人。跟着共产党永远不变心。”
杨美粗犷的声音在蔚蓝的天空中传得很
远很远……好听极了，直抵人心。盼望
着、盼望着，乡亲们的美日子一天更比一
天强；盼望着、盼望着，心心念念的“杀猪
菜”哟，来年再去蹭一顿……

老村长的心声

□本报记者 白丹

1月 27日下午2时，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如约
开启。张竞、于学军、曹红、李国良、郭
万富、金海6位政协委员，就当下热点话
题积极发声、精彩回应。

首先发言的是自治区政协委员、金宇
生物技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竞。
作为一家创新型企业负责人，她认为科技
企业突破创新瓶颈，要敢于挑战解决关键
核心领域“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她坦言：

“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企业要把科技创
新摆在重要位置上，坚持产业核心领域和
产业上下游科研领域的持久投入，使自身
成为产业链中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自治区政协委员、港澳台侨联络和
外事委员会主任于学军，向大家介绍了
近几年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在
专题调研、建言资政、开展联络联谊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今年，我们还
将探索开展团结联谊和双向交流活动，
积极为港澳台侨界委员搭建履职平台，
推动自治区与香港、澳门的互相交流合
作，助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支持措施。自治区政协委员、呼和
浩特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曹红一直关注

大学生就业问题，连续4年提交有关提
案。她建议加大平台打造，加快内蒙古
呼和浩特公共实训中心建设，开展更具
深度的工学结合。

“我对通辽玉米产业发展的未来充满
信心，希望大家多到通辽走一走、看一
看。”自治区政协委员、通辽市粮辉农贸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国良真诚地向大家发出
了邀约。他爆出一组数字：通辽现有玉米
深加工企业26家，年转化能力100亿斤，
玉米的发展潜力越来越显著。

自治区政协委员、内蒙古和君伟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万富，围绕党建
引领非公经济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要
加强对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激发非
公企业党组织的活力，实现党建与企业经
营管理同频共振、互促互进。”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自治区政协委
员、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马头琴乐团指导
员金海，他结合本职工作对蒙古族民族
音乐与世界音乐如何更好融合谈了看
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一定要更
好地保留和挖掘民族特色，在演艺形式
上不断向世界主流音乐靠近。”语毕，他
现场拉起马头琴，一曲《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阳》在通道上空回响。

自2019年 1月 25日，“委员通道”
首次在自治区两会现场开启以来，这个
沟通民意的通道愈来愈受到关注，成为
自治区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

听6名政协委员咋说热点话题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眼下，外面虽是冰天雪地，而乌兰
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南村一座座
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却生长旺盛。

进入大棚，一股清香扑面而来，一
垄垄整齐的绿苗上缀着鲜红的草莓，
犹如一颗颗深红油亮的玛瑙，透出春
的暖意。人们三五成群在大棚享受着
采摘的乐趣。正是这些引人垂涎的小
草莓，为南村农民带来了一条增产增
收的好路子。

“进到大棚里就闻到草莓的香味，
特别诱人。孩子小，没见过这样的田
间地头，趁着假期带孩子来采摘。”市
民马睿一家三口从集宁驱车前来采摘

新鲜草莓，看着孩子开心的笑容，马睿
觉得不虚此行。

“快来尝尝，这草莓饱满清甜，口
感好着呢！”大棚种植户赵宝递给记者
一个又大又红的草莓。赵宝介绍，本
地大棚种植的草莓吃起来口感很好，
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赵宝和妻子共种植了3个大棚，每
个大棚近800平方米，3个大棚种植的
东西不一样，种植草莓带来的收益最
大，采摘旺季一天能收入 1000 元左
右，除观光采摘，他还给市区一些水果
店供货，一年2到 3茬，每个大棚每年
净利润逾三四万元。

“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辛苦活。
天热了大棚里要通风，天冷了要盖被
保暖。草莓生病了要给专家拍图诊
断，施的肥得是菌肥一类的生态肥。
侍弄这些娇贵玩意儿，机器使不上力，
全凭一双手。”赵宝的手指上尽是皴裂
的口子。

赵宝不嫌辛苦，因为它们都是赵
宝的“摇钱树”，“以前我也种别的，但
收益不怎么好。现在仅是这些草莓就
够我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了。以前家
里过年也就是吃个杀猪菜，如今我们
年夜饭的餐桌上也有海鲜大虾啦！”火
红的草莓，让赵宝的日子红火起来。

市民陈女士是草莓园的常客，几
乎每年春节前都要带着女儿和侄女来
这里采摘，“一斤草莓采摘价是40元，
并不便宜。但是草莓口感好、个头大，
孩子喜欢吃，我就愿意花这个钱。”

近年来，南村不断推动农业提档
升级，拓宽农民致富增收渠道，大力发
展综合性生态农业，充分发挥现代化
科技农业生产的观光效应，提高产业
附加值。以冬季草莓为例，消费者不
仅可以在各大超市内买到本地种植的
草莓，还可以走进种植大棚亲手采摘，
体验冬天里别样的乐趣。

草莓冬季种植业使农民冬闲变冬
忙，察右前旗政府在技术培训、市场营销
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草莓已经成为当地
果农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仅草莓种植
一项，南村村民户均增收近万元。

红彤彤的草莓托起红火火的日子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王建庭 张庆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唯有一心一意
为群众多办实事，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
的职责和光荣使命。”在基层一线任乡镇
党委书记10余年，现任阿荣旗教科体局
局长的肖润刚在工作随笔中这样写道。

肖润刚曾任霍尔奇镇党委书记多
年，为了让更多的农民走上特色产业增
收之路，2009年，他通过深入调研和分
析当地实际情况后，以产业结构调整、
新农村建设及深入开展大引领工作为
契机，抓住林果业、中草药、苗木产业的
广阔市场发展前景，结合当地山地适合
发展林果的实际情况，推行“林药间作、
果药间作”的复合种植模式，创新发展
苗木基地建设，实现果园、林地、荒地等

“五荒”资源的二次开发。通过种植短
周期草药，获取经济收入，进而推动长
周期中草药、林业、沙果产业、苗木产业
的逐步壮大，实现了“以短养长、以长促
短、长短结合”平衡周期收入，降低市场
风险，增加农户收入，走出一条“药商+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使霍
尔奇镇成为远近闻名的“果药之乡”。

霍尔奇镇富贵村农民张秀彬说起
果药产业的发展，仍念念不忘肖润刚带
领他们的奋斗经历：“当年是肖书记带
领我们把果药产业做大做强的，这些年
大家在这方面赚了不少钱！”

2016年，肖润刚出任那吉镇党委
书记。作为城关镇，城市管理、市政美
化、社区民生、产业发展……他肩上的
担子愈发繁重。

他坚持把“民生事业无小事”放在
第一位，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人民公仆的责任和担当。

肖润刚结合那吉镇城区规划和新老
城区的实际特点，创新推行了“三六五
三”齐抓共管和网格化管理工作模式，把
全镇划分11个一级网格、96个二级网
格、217个三级和217个四级网格，实现
了对网格内居民的全覆盖、全方位、全过
程动态管理和服务。他带领全镇干部入

户26320户，排查各类问题1153个，解
决1075个；他提出“精心打造、精细管
理、精致服务”的工作理念，完善以“绿美
亮净+市政管理”的“4+1”体系，有效推
进了那吉镇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他把文
体活动作为阿荣旗文化宣传的靓丽名片
重点打造，引导全民健身，繁荣群众性广
场文化，及时修复各广场公园活动场地，
组建了33支文体活动队伍，形成了广场
文化、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廉政文化百
花齐放的局面，那吉镇先后荣获全国重
点镇、全国特色旅游名镇等多项殊荣。

在产业发展上，肖润刚结合那吉镇
那吉村大棚蔬菜的产业和区位优势，对
那吉村现代种植园区实施改造提档升
级，同时结合土地现状和城镇化实际，采
取“苗木产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改进
绿化苗木种植技术，不仅满足了阿荣旗
本地对绿化苗木和花卉的需求，还销往
牙克石、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
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新的途径。

2019年，组织上调整肖润刚任阿荣
旗教科体局局长。上任后，他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实际工作深度
融合，认真开展“开门纳谏”活动，切实破
解难题、推动工作。为缓解阿伦小学和第
四小学师生上、下学交通拥堵问题，经实
地调研，联合执法局、交警队、那吉镇等相
关部门现场办公，在第四小学西侧新开校
门，提供通道，有效缓解了两所学校上下
学高峰期交通拥堵问题。

心系师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一直是肖润刚关注的事情。阿荣旗职
业中专教师李保臣身患白血病急需救
治，霍尔奇中学教师张明江患有尿毒症
一筹莫展，得知情况后，他立即号召教
科体系统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互助精神，在旗直属工委和教科体局的
共同努力下，先后共筹集善款86万元，
及时为两位患病教师解了燃眉之急，让
他们顺利治疗……

点滴爱民事凝聚着肖润刚对人民、对
党的事业的忠诚与爱意。民生无小事，民
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几十年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着人民公仆的责任与担当。

肖润刚：为群众多办实事
是自己的职责

新春走基层

时代先锋 人民公仆

1月27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的“2021，让幸福来敲
门！”暖心公益行动，走进呼和浩特火车站、地铁站，为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留守过年的
外来务工人员送上新春的祝福，以此倡导社会志愿者、爱心人士、普通市民及网友行动起
来，敲开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守望相助的幸福之门。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让幸福来敲门

1月27日，包头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张勇东代表提出了将白云鄂
博矿区整体作为自治区级的工业园区进行管理的建议。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月27日，呼伦贝尔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娜日斯代表建议将阿日哈沙特
至蒙古国乔巴山的跨境公路建设纳入自治区“十四五”发展规划。本报记者 金泉 摄

1月26日，政协委员安四虎建议，加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月 27日，政协委员赵昱建议，将老化管道线路改造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1月 27日上午，李峰委员在联组讨论时，提出加强信用环境以及金融生态
建设的建议。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1月27日上午，贾振国委员在联组讨论时建议，加快构建高比例新能源电
力系统，促进自治区现代化能源经济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