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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稻田有这么多新花样！

王江：过上“甜蜜”生活

初玉芬：好日子“蒸蒸日上”

6 月 16 日，内蒙古日报社庆祝建党 100 周
年“‘永远跟党走’——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
行”大型传播活动东路采访组来到突泉县，推开
东杜尔基镇东泉村香瓜种植大户高亮亮瓜棚的
门，浓郁的香瓜甜味扑鼻而来。只见高亮亮和
妻子正在瓜棚里忙碌着选瓜、摘瓜、装瓜，两个
人忙得满头汗。

“今年，我一共种了 6个大棚的香瓜，一个大
棚能产2000多斤香瓜，纯利润差不多7万多元。”
说起大棚香瓜的收入，高亮亮算得头头是道。

高亮亮 2003 年开始种植香瓜，经过 10 余
年的努力和一次又一次摸索，从种植香瓜的“门
外汉”变成了现在村里出名的产业致富带头人，
腰包也一年比一年鼓了。

虽然高亮亮香瓜已经远近闻名了，但是村
里还有很多人不会种香瓜、不愿意种香瓜，为解
决这一难题，2018 年，东杜尔基镇给种植香瓜
户每平方米补贴 30 元，鼓励大家种植香瓜。

身为党员的高亮亮，看到村里很多人想种
香瓜，又不会种香瓜，他就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

用，无偿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乡亲们，面对
面、手把手指导村民种植香瓜，降低村民种植风
险，让乡亲们跟他一起种香瓜增加收入。村民
们看到了种植香瓜的大好“钱”景，都纷纷加入
到种植香瓜的队伍中来，东泉村也因为“东泉香
瓜”皮薄肉厚、口感甘甜成为县域内有名的香瓜
村。

村民郑玉福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2018
年，他看到高亮亮因为种植香瓜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于是就向高亮亮学起了如何种植香瓜，经

过高亮亮手把手耐心细致的指导，当年，郑玉福
就见到了效益。

“只要是关于香瓜的任何问题，你找高亮亮
准没错。在我们村，他就是专家，从香瓜品种、
种植温度、后期管理等等，他都不保留。我们都
跟着他种香瓜过上了好日子。”郑玉福很感激。

如今，在高亮亮的带动下，东泉村发展香瓜
种植农户发展到了 45 户，户均收入达 2 万元。
今年，全村种植香瓜 100 余亩，预计收入 80 余
万元。

山花烂漫的时节，也是蜂蜜丰收时节。
内蒙古日报社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
党走’——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行”大型传

播活动东路采访组走进兴安盟扎
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永发嘎查脱
贫户王江家中，只见院内放置了许
多蜂箱，一只只蜜蜂忙碌着飞进飞
出，发出“嗡嗡”的声音，主人王江
正在蜂箱旁采收蜂蜜。

今 年 50 多 岁 的
王江是永发嘎查的脱
贫户，妻子患尿毒症
10 余年，儿子正在读
大 学 。 因 为 妻 子 患
病，让本来就不富裕
的 家 庭 更 加 入 不 敷
出。“之前我爱人每个
月做肾透析、吃药、检

查等开支需要 1 万多元，一年下来得需要 10
多万元。”王江说，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天文
数字。这些年，他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还
欠下了不少外债。

正当王江走投无路的时候，国家出台
的精准扶贫政策切切实实的落到了他的头
上。“那一刻，就像一把救命稻草递了过来
一样，健康扶贫政策让我爱人看病的报销
比例达到 90%以上，太多的感谢之意是没
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王江激动的说。

2017 年，宝力根花苏木落实“菜单式”扶
贫政策时，王江想搞特色养殖，只是不知道养
些什么，养殖项目和销路也不知如何去找。
永发嘎查“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了解到王江家
的困难后，帮他联系到乌兰浩特市养蜜蜂专
业户，同时为他谋划了蜂蜜的初步销路。

“分蜂的时候特别忙，经常从早上八九
点分到下午三四点，中间都没时间休息。”

在王江的精心培育下，他的蜂群达到 13 群，
能产 400 余斤蜂蜜，每斤销售 30 元，每年增
收 1.5 万元左右。

“现在蜂蜜销路太好了，每年秋天蜂蜜
就卖完了，街坊邻居、驻村工作队都是我的
回头客。”王江笑着说。在政府和嘎查的帮
扶下，他们家还买了 5 头牛，现在已经发展
到了 13 头牛。谈起这些年的变化，王江内
心的幸福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洋溢在脸
上：“现在的生活真是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党的恩情咱一辈子都不会忘。”

为人正直，做事有担当的王江在村民
眼中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村民们的
信赖下，现在王江成了公益性护林员。“村
民们相信我，我也要把事情干好 。”如今，
责任在身的王江一改往日的消沉，每天早
出晚归，尽职尽责的忙活着他的工作和产
业。

6 月 17 日，当内蒙古日报社庆祝建党100周年“‘永
远跟党走’——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行”大型传播活动
东路采访组走进兴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伊尔施村的

“蒸蒸日上”馒头店，在厨房里看到了脸上挂着汗珠的
初玉芬。

在伊尔施村，初玉芬有着多重身份，从过去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到现在的脱贫致富典型，从过去的被帮
扶对象到现在主动帮助别人的好心人。

由于种种原因，初玉芬一个人生活，一直以来都
以打零工为生，生活无依。2015 年，初玉芬成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阿尔山市和天池镇两级政府开始对她进
行帮扶。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为她提供了 5 万元贷
款和 3 万元借款，帮助她开了这家面点加工店，并且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蒸蒸日上馒头店”，希望初玉芬
的生活也可以蒸蒸日上。

刚开始，初玉芬也有顾虑，怕自己干不好，甚至还
不起贷款和借款。市镇两级帮扶干部了解情况后，积

极开导，为她出谋划策，并帮忙联系销路，让初玉芬有
了创业的念头。

对于馒头店，初玉芬倾尽心血，渐渐地馒头店的生
意越来越红火，一年下来挣到3万余元。随后，初玉芬更
换了更大的店面，购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驻村工作
队的工作人员说：“初大姐现在是‘三轮’变‘四轮’，‘半地
下’换成‘小门脸’，成了我们当地的脱贫致富典型。”

热起来的不仅是馒头店，还有初玉芬那颗善良的
心。刚开馒头店时，初玉芬就经常将馒头送给当地的
孤寡老人，如果来店里购买馒头的客人生活比较困
难，她还会多送上几个。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初玉芬也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将自己精心做的馒头送到了防疫
点，当工作人员提出付给她钱时，被坚决拒绝：“过去
咱家有困难的时候，是国家帮助了我，让我从贫困里
走了出来，现在，能让我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帮助大家，
也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一弯碧水、千顷良田、这样的美景胜画卷。
在成片绿油油的水稻田里，一条条纵横交

错的水沟，将完整的稻田分割成无数个小田。
6 月 17 日上午，内蒙古日报社“‘永远跟党

走’——草原云·百名记者万里行”大型传播活
动东路采访组，走进兴安盟扎赉特旗现代农业
示范园。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是世界公认的寒地
水稻种植黄金带，拥有天然河流水源和黑色土
壤，水稻产业成为兴安盟最具特色的区域优势
产业和特色主导产业，是中国重要的稻米生产

基地。
从播种到育苗，从移栽到拔节，再到抽穗，

沐浴在无污染的绿色环境中，每一粒米都积蓄
自然纯朴的味道，是兴安盟大米飘香万里的根
源所在。

稻田里一群群小鸭子成群结队自由行走，
眼下，正是水稻的生长旺期，稻田里不仅有这群
小鸭子，再过几天稻蟹、稻虾、还有泥鳅，也会陆
续放入稻田。

兴安盟扎赉特旗魏佳米业的总经理魏建明
介绍说：“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可以吃嫩草、吃虫

子，也可以通过踩踏等动作，对稻田杂草的生长
进行有效控制，排出的粪便还可以变成滋养水
稻生长的有机肥。我们采取了稻蟹、稻鱼、稻
鸭、稻虾共作等有机种植养殖模式，正在探索稻
田养殖和水稻成为共生体。”

认购一亩田，看农景、享农趣、购农品、品农
味、觅农情等农旅融合精彩不断，吸引各地游客
走进稻田，感受一场沉浸式的农田游。

“把乡村振兴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按照
‘旅游+’‘+旅游’的理念，通过大力推动创意农
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发展，实现农

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稻田公园等多个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项目。”扎赉特旗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管委会主任许慧敏指着稻田里为

“庆祝建党 100 周年”精心设计的稻田画高兴地
说。

一粒米撬动一个产业，一粒米富裕一方百
姓。2021 年，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坚持集中、集约、集聚、集群发展模式，积极探索
农业农村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推行“村
社”、“村企”共建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为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增添新业态、新活力。

“ 这 个 电 动 车 是
我用卖菜的钱买的，
现在往市里送菜方便
多了。”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义勒力特镇民生
嘎查脱贫户包三月骄
傲的跟邻居介绍着自
己新买的电动车。

6 月 16 日，内蒙古日报社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草原云·百
名记者万里行”大型传播活动东路采访组
见到身材矮小的包三月时，她告诉我们，

自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走路费劲也干不了重体
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过去只靠做点缝纫
活，艰难地维持着家里捉襟见肘的生活。

“前几年困难的时候，家里连一个完整的碗

都没有，都是有豁口的，那时候，我连生存的勇气
都没有了。”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包三月很感慨。

令 包 三 月 没 有 想 到 的 是 ，她 的 生 活 在
2016 年的春天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她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政
策的精准帮扶，不但为包三月落实了“五保”，
还给她建起了 40 平米的新房子，让她过上了
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是我的厨房，这边有卫生间，厕所都在屋
里，跟城里的楼房一模一样，搬进新房那天，甭提
我有多高兴了。”包三月喜笑颜开。

吃穿住行都有了保障，健康扶贫政策也让她
可以踏踏实实吃药看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民生嘎查驻村第一书记高崇伦为包三月送
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菜苗和几十只鸡雏，帮
她在自家的院子里搞起了红红火火的庭院经

济。包三月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也随着落地开
花的庭院作物深深的扎下了根。

蔬菜上市后，驻村工作队把她的蔬菜和鸡蛋
统一送到乌兰浩特市区内进行销售，一年下来靠
小院增收近 8000元。在嘎查年终的积分能手评
选表彰大会上，包三月还被评选为劳动创收能手
和励志带头人。

现在，在包三月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从前那心
事重重、一筹莫展的样子了，取而代之的是每时
每刻洋溢在脸上的幸福笑容。

“今年，我在院里栽了一个心字造型的花，这
代表党和人民心连心，也代表我一颗感恩之心，
我有很多心里话表达不出来，我就唱一首歌表达
心意吧。”包三月说着，唱起了她自编的歌：“我走
在致富的路上，抬起头来把党望，你那慈祥的面
容向我微笑，亲切的话语流在我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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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安 盟 篇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蔡冬梅 胡日查

包萨茹拉 高敏娜 王冠静 金泉 朝波
通讯员 谭艳丽

“小香瓜”带来好“钱”景

包三月：喜笑颜开话党恩

内蒙古日报社 / 兴安日报社 / 内蒙古旗县级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