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黄瑞

郭悦平是个勤快人。
他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在鸟语花香的

石拐区喜桂图新区活动活动筋骨，到烧麦馆吃
个早点，然后溜溜达达走到他的店里开始一天
的工作。“虽然店面不小，但工作挺轻松的，这
主要得益于政策加持。”郭悦平说。

2002年，居住在包头市石拐区的郭悦平从原
单位国营元件厂下岗。突如其来的失业，让他的
生活一度失去了方向。“在元件厂每月都有固定收
入，虽然工资不算高，但稳定，解决温饱没有问
题。”忆起当年，郭悦平表情严肃，“那一年我42
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重的时候。从国
有企业职工变成了失业人员，手头又没有一点积
蓄，重新找工作也不太容易，可以说生活一下子陷
入了困境，这让我焦虑万分。”

没有退路就得想出路。郭悦平开始钻研就业
创业政策，在就业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准商机，承包
了元件厂当时成立的产品销售部门，这就是他现在
的企业——包头市星远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好政策让我走上了创业路，但这条路并
不是一帆风顺。创业之初困难重重，进货渠道
单一、销售渠道不畅……而最大的困难是资金
不足，七凑八凑，缺口还是很大。”每每想起创
业之初的资金困难，郭悦平都唏嘘不已。

2003年，在郭悦平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包
头市石拐区就业局工作人员上门宣传，邀请他
参加SYB创业培训班。

“当时，我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创业培训
班，通过学习，不仅开拓了我的眼界，也使我的观
念发生了转变，使我提振起精气神，把困难变成
了成功的动力。”随后，郭悦平申请了两次总计4
万元的全额贴息创业担保贷款，资金困难得到了
解决。“真是雪中送炭啊！”郭悦平感慨道。

有了4万元的免息贷款，郭悦平创业热情和信
心大增，很快企业走上了正轨，效益逐年看好。

2017年，石拐区就业部门工作人员告诉
郭悦平，现在创业担保支持加大了力度，他还
可以继续申请全额贴息创业担保贷款。这一
年，他又获得了 10万元政府全额贴息贷款。
凭借这次机会，他顺利扩大企业规模，开起了
第二家电器销售连锁店。

记者在郭悦平的第二家电器销售连锁店看到，
近400平方米的店铺里，摆放着30多个品牌的商
品。郭悦平告诉记者：“我们一直秉承价格低、服务
优、售后好的经营理念，所以得到了顾客的一致认
可。顾客信赖我们，我们也更应该全力回报顾客。”

实际上，经营企业20年来，郭悦平不但想方
设法回报顾客，而且一直在回报社会，他先后提供
了100多个就业岗位，2009年获得包头市政府颁
发的“优秀个体工商户”荣誉称号，2017年获得自
治区“文明个体工商户”荣誉称号。

如今，郭悦平经营的两家门店年销售额达
600万元左右，实现了创业致富。他说：“政策
加持让我走上了幸福路，也过上了好日子，我
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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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悦平在商务洽谈中。

郭悦平经营的店面。

□本报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杨程宇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现在村里人都
说我过的是‘花样年华’！”郝永恒说。

温暖的5月，繁花似锦。5月21日，记者来到
东河区沙尔沁镇采访发现，传统农业在这里已经悄
然“变身”，一个个生态农业大棚相继崛起，让人疑
似步入了“绿色梦工场”，一个集“科技-生态-采
购-农旅体验”为一体的区域特色产业模式，正在这
里深耕细作并初具规模。

走进沙三村博雅花卉温室大棚，眼前一垄垄娇
艳的三角梅竞相开放，一排排正在培育中的铜钱草、
香水月季等花卉幼苗长势喜人。不远处，来自包头市
青山区、九原区的游客正在挑选着心仪的花卉，而靠
着养花致富的村民郝永恒，在忙着修剪鲜花的枝叶。

“感谢村党支部带来了这么好的创业政策，又
给联系了农技专家，这样我才放心投入20万元建设
了2座温室大棚，培育出2万余株花卉，后续还会继
续加大投入增加大棚的数量。我是一个土生土长
的农民，现在村里人都说我过的是‘花样年华’，我认
为是党的好政策让我在‘花样年华’里奔向小康的！”
郝永恒一边给花浇水一边高兴地说。

大棚种养技术人员许国兴介绍说，从外观看上
去，郝永恒的日光温室大棚与普通大棚并无两样，但
里面却大有文章。传统温室大棚需建造厚土墙用于
保温，还会遮蔽后方大片土地，而在郝永恒的温室
里，这部分土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每年能带来几万元
的收益。许国兴说：“村里的农民在阳棚里种植芦
荟、三角梅、半支莲等喜光花卉，阴棚则用来培育杜
鹃花、吊篮、玉簪花等喜阴植物，不但节约了种植成
本，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取得了良好的种植效益。”

乡村产业实现振兴，老百姓致富奔小康才是硬
道理。为进一步拓展花卉销路，提高收入，郝永恒
从福建、云南等地新引进上百种花卉品种，在农技
专家的指导下，通过改良种植技术，筛选适合本地
气候、土壤、温湿度的品种，他的花卉很快靠着耐
活、价低等优势热销起来，年销售额达10万元以
上。不仅如此，在参加了几次镇党委举办的农业产
业发展讲座之后，郝永恒结合花卉种养优势积极开
发农旅融合项目，通过提供“浇灌体验”“养花教学”

“亲子种植”等附加服务，不断拓展经营业务，带动
周边农民就业创业，共同实现增收，郝永恒也成了
当地的“名人”和“能人”。

像郝永恒一样靠着发展特色产业致富奔小康
的，在东河区还有很多。东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杰说，近年来，东河区立足东部农区的乡村风貌和资
源禀赋，加快开发休闲农业、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
新业态，通过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突出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2020年，实施老旧温室提档升级改造2000
亩，新增“两品一标”认证、商标认证产品3个以上，
培育市级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家，农畜产品精
深加工转化率提升到73%，产值达到24亿元以上。

王部长信心百倍地告诉记者：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老东河蓬勃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正
在成为东河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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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里盛开的加州金黄娇艳欲滴。

郝永恒在大棚里认真地修剪打理花卉。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通讯员 雷媛媛

走进赵奎凤的家，干净整洁，纸、笔、书、
墨摆放齐整。76岁的赵奎凤和78岁的丈
夫高祝荣正在学习党史。老两口精神矍铄、
声音洪亮，精气神十足。

赵奎凤回忆说，5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
定在包头市建设工业基地，她的父亲赵荣光
在党的号召下，携带一家6口来到了人烟稀
少、黄沙漫天的包头支援包钢建设。初到包
头时，全家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
生活。“进门就是炕”是赵奎凤难以忘怀的童
年记忆。“那时候去包钢上班还没有路，我父
亲每天沿着昆都仑河的河槽子步行，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就这样坚持了20多年。”

70年代初，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第二
代包钢人，赵奎凤、高祝荣夫妇走进了包钢
初轧厂，分别成为生产一线的样板划线工和
车工。全家的住所也从小平房搬进了小一
室半的楼房里。随着昆河北桥、中桥竣工通
车，包钢工人结束了走河槽子上下班的历
史，赵奎凤夫妇也买了自行车。从部队退伍
下来的高祝荣一心想学门技术，在铁屑飞溅
的车床上精心打磨自己的手艺。赵奎凤也
毫不示弱，埋头在角尺、钢板尺、划针等工具
中，倾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此期间，他
们的孩子高明、高芳相继出生，“那时候没有
人帮忙看孩子，只能把他俩送到包钢的哺育
室里，早上送，晚上接，唉，欠孩子的太多
了。”赵奎凤不无愧疚地说。

80年代末，赵奎凤向厂里递交了调房
申请，很快，得到了厂领导的批复，他们一家
搬进了大一室半的新房子里。

90年代初，在包钢哺育室成长起来的
高明接过了父母手中的接力棒，成了这个大
家庭中的第三代包钢人。“当时抡大锤还不
能戴手套，不然大锤容易飞出去，”高明伸出
自己的手掌给记者看，“那时候手上都是茧
子。”一旁的妻子闫丽凤滋味也同样不好受，
处在冬冷夏热的薄板厂轧辊间里开桥式吊
车……

时针指向21世纪。赵奎凤老两口再次
分到了新房子，住进了现如今三室一厅的
家。高明的厂子购进了新型液压机，再也不
用工人们抡大锤把钢缝砸实。闫丽凤也坐
进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前几年，高明夫妇
又买了崭新的大三居。如今，养花、喂鱼、品
茶、练字、学习是老两口晚年生活的主要内
容，他们安逸并幸福着。

采访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赵奎凤
提起了笔，又开始了她每天都坚持的党史
学习教育笔记。闫丽凤也从冰箱里拿出排
骨准备做晚饭。“因为援建包钢，你家几代
人扎根包头，你们后悔吗？”记者问。“不论
在哪儿，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不后悔！”
一下午寡言少语的高祝荣突然接过话来，
眼神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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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奎凤在写学习笔记。

□本报记者 宋阿男 通讯员 刘亦然

“有政府支持，农技人员排忧解难，我们才过
上了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正在铆足干劲儿同心协
力奔小康。”薛永兵有感而发。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包头市九
原区哈业胡同镇引导村民把大田作物改为设施农
业大棚，种植蔬菜，通过特色种植，从而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5月20日，记者来到九原区哈业胡同镇采访，在
永丰村民薛永兵的温室大棚内看到的是满眼葱郁，
普罗旺斯西红柿架挂上了沙甜多汁的果子，已经陆
续成熟上市了。薛永兵介绍说，目前承包了5个大
棚，生产的蔬菜一点儿都不愁卖，收入翻了好几番。

薛永兵是永丰三村的村组长，之前和村里其
他人一样，一直以种大田玉米为主，一亩地收入也
就七八百块钱，刚刚解决温饱。改种温室大棚蔬菜
还得从2016年说起。村里调整种植结构集中建起
了50栋大棚，鼓励村民改种温室蔬菜，帮助村民增
收。“我们算了一下，一亩大棚的收益就相当于种
10亩玉米地的收益，于是我们毫不犹豫，说干就
干，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薛永兵说。

薛永兵说，自从他改种大棚蔬菜以来，农技人
员帮助他配备了滴灌、微灌及自动吸肥等先进技
术，蔬菜的长势一年比一年好。到了上市的时候，
村里借助官方网络平台和其他渠道助力销售。一
个大棚年纯收入有2万多元。因为尝到了甜头，薛
永兵的大棚已从最初的2个增加到5个。

凭借脑子活泛、手脚麻利，薛永兵的腰包慢慢
鼓了起来，一亩地收入比之前翻了十几番，一年能
收入十来万。200多平方米的红瓦房也盖起来了，
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日子过得充实快乐。

去年，他还搭上互联网快车，跟上电商的脚
步，一直务农的他摇身一变成了快手主播，每天
中午直播零售农产品，销售额十分可观。今年，
他又在村里的禾丰阳光生态农场里承包了3栋
温室，种植有机蔬果。

“政府支持搞特色种植，村里技术人员给排
忧解难，没有他们，我们种不出这么好的菜，过不
上这么好的日子！你说啥是个小康，我们现在就
往小康路上跑着呢！”薛永兵满怀信心地说。

薛永兵儿女双全。女儿在工业园区务工，月薪
5000多，儿子刚毕业，准备去当兵。一家人对未来的
幸福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与大多数村民一样，薛永
兵讲不出“小康”这个词的准确定义，但他知道，通过
全家人的努力奋斗，现在的生活就是小康生活。

薛永兵家仅是永丰村村民的一个缩影。永
丰村党支部书记吴根柱说，村里共有600多户常
住人口，村民人均种植土地12亩。近几年随着
建大棚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的收入也蹭蹭往上
涨，一半以上的农户每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有的种植大户最多每年能收入二三十万元。

“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村民铺好路、搭好
桥、服好务，做好村民引路人，让村民放放心心种
地。今年，村里计划再建设100多栋蔬菜大棚，
并与山东寿光合作发展订单种植，让村民的小康
路越走越宽！”吴根柱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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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兵利用电商平台直播零售农产品。

畅想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薛永兵和
妻子王美珍乐开了花。

第三代包钢人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