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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振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话，在这个村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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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 12 月 1 日电
（记者肖林、张超群、谢佼）“红
外相机又拍到白熊了！”这几天
让关坝村村党支部书记乔良兴
奋的还有，今年村民人均纯收
入将再次超过 1 万元。在地
方政府、民间组织和当地村民
的共同努力下，关坝村走出了
一条生态恢复、群众增收、可持
续发展的振兴之路。
　　关坝村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平武县木皮藏族乡，是多个保
护 区 间 的 走 廊 地 带 。 早 在
1845 年，当地文献便将大熊猫
记录为“白熊”，所以过去很长
一段时期，当地也一直被称作

“白熊部落”。
　　关坝村地形以山地为主，过
去耕地不够就毁林开荒，收成微
薄。村民高明斌告诉记者，他小
时候和大人一起开荒，见树就
砍，砍倒后不施肥，一把火烧光
就种玉米。第二年开始种小麦、
土豆等作物。由于缺水、土地贫
瘠，经常遇到灾年，50 斤小麦种
子种下去，年底只能收 70 多斤
粮食。这种耕种方式，不出三年
土地就没有肥力，再毁林开荒，
陷入“游耕”式恶性循环。
　　为了挣钱，甚至只为吃上
一口肉，村民们“靠山吃山”。

“树叶子黄，吊鹿子忙。”早年间
“流行”的这句方言，意为秋天
正是打猎的好时节。村民孟吉说，当时家家户户
都有猎枪，后来猎户多、动物越来越少，大家就要

“分山头”下猎套。最终，能打上猎物成了“稀罕
事”，黑熊等食肉动物绝迹，野生鱼不见了踪影，就
连重楼、天麻等中药材也很难挖到。
　　转机来源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平武县下决心，
核心保护区以外也要加强大熊猫保护，既要保护
生态也要确保群众增收。“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
区”应运而生，倡导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积极发展
可持续产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也发挥民间自
然保护组织的特点和优势，广泛参与其中，实现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
　　“不捕猎、不挖药、不电鱼”。5 年前，村支部书
记乔良带领村民一起商定的“生态发展‘第一个五
年规划’”中，这条村规民约最醒目明了。村民们
还列出盗猎、挖药、林火等 22 个生态威胁隐患，自
愿组建自然保护巡护队。
　　“不占耕地不毁林，‘熊猫’蜂蜜富农家。”关坝村
的“第一产业”便是生态养蜂。村民李兴会靠养蜂修
了一栋 150 多平方米的新房，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生态好了，一箱蜜蜂产蜜从 7、8 斤增加到 20 斤左
右，无污染的‘生态蜜’每斤又能多卖二三十元。”据
统计，养一箱蜜蜂毛收入 1000 元左右，仅此一项，养
蜂农户人均增收三四千元，23 户靠养蜂脱贫，养蜂
大户家庭年收入超 4 万元。关坝村 80% 以上村民
参与的“绿色产业”，还包括在林下人工种植名贵中
药材。
　　让村民们振奋的还有，好风景正带来好“钱
景”，近几年关坝村自然教育活动吸引了近千人，
给村里带来 26 万元收入，民宿产业开始萌芽。
　　在关坝村的活动室，记者看到一幅几年前村
民们憧憬未来的简笔画：鱼儿在清澈的小河中畅
游，熊猫、金丝猴在林间嬉闹，人们脸上都洋溢着
笑容……这幅乡村振兴的图景正在成为现实。
　　目前村里三分之一以上能源来源于太阳能，
每年减少薪柴砍伐 5.5 万立方米。新增大熊猫栖
息地 67 亩，已拍摄到大熊猫、金丝猴、黑熊、羚牛
等野生动物 30 余种。10 多名青壮年返乡，投入
到养蜂合作社、核桃合作社、巡护队的工作中。

让“花花田”变成高产田
内蒙古冬季高标准农田建设见闻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30 日电（记者李
云平）眼下，内蒙古各地利用冬闲时间抓紧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打破过去杂乱的地块界
限，实施统一规划、集中改造，让零散种植的

“花花田”变成规模经营的高产田。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隆
光村田野中，远远就可以听到机械的轰鸣声，
20 多台大型机械正在进行推土作业。隆光村
党支部书记王刚说：“我们村正在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对农户分散种植的 1.1 万亩耕地统
一规划、平整，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高低不平、
排水不畅、条块杂乱、灌排不配套等问题。”
　　记者现场看到，经过推土机推平地垄、清
运积土、填埋渠沟等系列作业，消除了各农户
承包地的界限，阡陌纵横的耕地变成整齐划

一的园区，实现渠、沟、林、田、路全配套。
　　新华镇镇长刘继忠说：“过去，每户村民
的耕地比较分散，我们俗称‘花花田’。许多
农户的耕地分散在 20 多个地方，不便于耕
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一户人家五六
十亩地都能集中在一起，可以实现连片种植、
机械化作业。”
　　据了解，按照“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
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标准，今
年临河区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17 万
亩，项目总投资 2.05 亿元，计划明年 5 月
30 日完工。“项目完成后，预计每亩耕地可
增收 300 元以上、降低用水量 45.5 立方
米。”临河区农牧局副局长付政说。
　　记者同样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和胜乡

和义村农田中看到，挖掘机正在开挖渠道，
翻斗车忙着清运田间积土，施工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和义村党支部书记梁志军说：“全
村共有 5 万亩土地，基本都是盐碱地，高低
不平，排水不畅，条块杂乱，农民耕种很不方
便。今年全村计划完成 2.7 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总投资 3100 多万元，全部实
行大破大立整治，切实解决土地碎片化、零
散化等问题。”
　　记者现场获悉，和胜乡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于今年 10 月底开始施工，主要包括土
地平整、弃土拉运、渠道开挖、道路修整等，
预计明年 4 月份全部完工。“项目完工后，
我们预计新增耕地 2700 多亩、亩均增收
300 元至 400 元，有力助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胜乡党委书记吕忠平说。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王雨锋介绍，内蒙古坚持量水
而行原则，大力推进以高效节水为主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按照规划布局、建设标准、
组织实施、验收考核、上图入库“五统一”要
求，做到田、土、水、路、林、电“六配套”，力
争 到“十 四 五 ”末 高 标 准 农 田 面 积 达 到
5500 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加
坚实的支撑。
　　据了解，内蒙古重点在永久基本农田、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等区域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支持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建
设，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规模化经营。

  11 月 24 日，施工机械在甘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团结镇庙川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作业（无人

机照片）。

  眼下，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

省定西市安定区利用农闲时节加

紧建设高标准农田，将农田建设

与流域生态治理、撂荒地复垦复

种相结合，打破乡镇、村社界线，

整山系、整流域推进实施，为当地

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

展打好基础。

     新华社发（王克贤摄）

本报记者王汝堂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定律，在孙斜村
被打破了。
　　山东潍坊昌邑市潍河东岸，有个 640 多户
人家的孙斜村，所产“斜子萝卜”颇有盛名。“萝
卜碧绿，叶缨葱绿，根块脆甜”，距今已有 430
多年种植历史。
　　村民谈起萝卜，经常得意地整几句：“烟台
苹果莱阳梨，比不上斜子萝卜皮”“提俩萝卜上
青岛，刮刮头、洗洗澡，来回路费还使不了”。
　　孙斜村的百姓靠种萝卜过上了小康日子，
村集体则跟大多数仅有农业尤其种植业的村
庄一样囊中羞涩。孙斜村党支部靠发展农业
合作社，每年有一部分集体收入，能够保证村
里正常运转。但去掉村庄卫生托管、困难户扶
助、村级办公等支出后，每年所剩无几，再要拿
钱办更多的事就捉襟见肘了。
　　村党支部是“守多大碗吃多大饭，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继续搞成个马马虎虎过日子的“维
持会”？还是想新的办法、找新的路子，把老百
姓真正需要的事情做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落实到每家每户，创造一个有温度、有情怀，
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新农村？

党支部做“无米之炊”

　　今年重阳节那天，孙斜村党支部为 96 名
70 岁以上的老人摆起了宴席。宴席摆了 11
桌，村里未掏一分钱。

　　村党支部发动村民自己做拿手菜送村里，
全村大姑娘、小媳妇各展厨艺，为老年人集体尽
孝心、献爱心。本来摆 11 桌，结果村民送了 20
桌的菜。鸡鸭鱼肉水陆杂陈，各色菜品争奇
斗艳。
　　老人们边吃菜边交谈，其中，有两个老人在
生产队里就有矛盾，之后多年互相不说话。这
次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一个老人夹了一筷子菜，
是另一个老人带来的。
　　村党支部书记孙连伟看到后，不失时机地
说：“这菜是她孙子媳妇做的，好吃吗？”这个老
人连说：“好吃，好吃！”
　　这时，另一个老人也吃了这个老人带的菜，
两个老人很自然地就聊起家长里短来。因为这
一餐饭，多年的不快风吹云散。
　　孙斜村这个“九九老人宴”从去年开始办，
村民送菜的主动和踊跃超乎想象。老年人更是
个个喜笑颜开。吃东西是次要的，主要是老兄
弟、老姊妹们凑在一块说说笑笑。
　　老人宴办得欢声笑语，看起来比过年都高
兴。去年办的时候，有个嫁到外村的老太太回
村参加老人宴，参加完后问村党支部书记：“明
年还办不办？我能不能把我们村嫁到外村的老
太太约一帮子回来参加？”孙连伟痛快地回答：
当然可以！
　　这不，今年外村一下来了 12 个老太太。
　　一位见证过当时盛况的机关干部说，“这些
老年人，多年都凑不到一块了，在老人宴上热热
闹闹、忆往谈昔，那种亲热劲儿和幸福感让整个
村子都快乐起来了”。

　　村民都说，村党支部办了一件大好事。
今年有两口子在外打工回不来的，听闻再办
老人宴，给孙连伟转来 200 元红包，要求给
他们买上 6 个菜，送到老人宴上孝敬全村
老人。
　　当地干部反映，村庄是一个巨大的立体
构成，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绝不仅仅是吃饱穿
暖就满意的事。尤其当前日子好起来后，除
了生产与经济，老百姓对党组织还有更多的
企盼。一些基层党组织以“手中没把米，唤鸡
都不来”为由，不肯作为，而孙斜村却集体不
掏钱，得民心、赢民赞的事情办了一件又
一件。

群众出“米”奖“英才”

　　孙斜村党支部认识到，发动群众、群策群
力尊老爱幼，可能是聚民心、化村风的一个妙
招，也是迅速提高党支部凝聚力、向心力、号
召力最受欢迎、最有效的一条好路子。
　　村党支部在全村青少年中大兴读书学习
之风，研究实行了“英才成长计划”，发动有条
件的村民捐款设立“英才成长基金”。2020
年捐款奖学的动员令下达后，短短几天时间
就收到 55 户捐款 1.87 万元。
　　村党支部确定，本村学生考上博士奖
1000 元，硕士奖 800 元，本科奖 600 元。去
年村里学生考上了 2 个博士、1 个硕士、5 个
本科，今年考上了 1 个博士、4 个硕士、1 个
本科，每年奖励学生支出 5000 元左右。

　　奖金额度不高，但是代表了党组织的
肯定和表彰，承载着全体村民的鼓励和
期 望 。 学 生 们 十 分 珍 视 这 份 奖 励 和
情意。
　　一位村干部回忆发奖当天的情景时
说，老少爷们给的钱不多，但传递着一份浓
浓的情意。孩子们都很懂事，今年一个领
奖学生代表发言：我们的背后是全村 1800
多名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们一定努力学习，
将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
　　对小学生，为了鼓励他们读书，村党支
部联系新华书店利用暑假带上正版图书到
村里现场销售，活动名曰：“你读书，我买
单”。
　　村民带着孩子前来选书，每名学生认
购 2 本。2 个月后，学生交给村党支部一
篇读后感，就可凭购书票报销购书费。有
的学生还小，交不上读书笔记，村干部现场
考一考，只要回答个八九不离十，是真读
了，同样报销。
　　每年这个活动，都能吸引五六十名小
学生前来。这样，孩子从小就培养起了阅
读习惯。大中小学生，村党支部都惦记着，
努力读书学习，不仅家长高兴，在村里也倍
儿有“面子”，青少年读书学习上进的风气
也就渐渐浓起来。新华书店对图书给足优
惠，报销的费用仍从村民捐的“英才成长基
金”中支出。
　　“英才成长计划”搞得有声有色，打动
了很多群众。

“文化人”义务出题村民答

　　孙斜村党支部不仅通过各种办法鼓励学习
文化知识，还动脑筋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进
家家户户，且入脑入心。
　　凡是党的政治生活的大事，孙斜村党支部
组织党员学习，也号召全体村民学习；每逢重大
节日，则召集村里当老师的“文化人”义务出试
卷，后面附上“两大神器”：一是二维码，手机微
信一扫，马上显示试题答案，哪怕抄一遍答案，
对党的重要主张也就有了印象和概念；二是征
求对村党支部工作的意见建议，借以了解民情
民意，把工作做得让群众更满意。今年春节，村
党支部出的卷子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知识问答”；
今年端午节，出的卷子则是“四史教育知识问
答”。这些卷子有的是家长答题，有的是孩子答
题，后面附着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期盼。村民填写
后，都收归村党支部存档。村党支部对每张卷子
都认真分析，很好地了解了群众的思想动态。
　　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孙斜村党支部还
在村里搞了黑板报一条街。这条街的墙壁变成板
报，专门让村里的年轻人和学生唱主角，在上面抄
写各种宣传中央精神的标语，比如“撸起袖子加油
干”“小厕所，大民生”等。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显然
收到了实际效果。
　　孙斜村党支部的“无米之炊”，做进了老年人
和青少年的心里，也做进了全村百姓的心里。这
些事情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一件一
件加起来，就团结凝聚了整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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