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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雪莲 摄影报道

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
兰木伦景观湖公园内鲜花绽放、景色宜人，
正在这里举办的“浪漫金秋”花海艺术节将

花卉景观、卡通造型、动植物标本等多种园
林艺术元素相结合，集科普、文化体验、休
闲旅游于一体，吸引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赏花观景。人们在灿烂的阳光下，观赏花
廊、草雕和喷泉等景观，在花的海洋里尽情
享受秋日的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赵曦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是人生最美
好的时期。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新时代，在内蒙古广阔的土地上，
广大青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自信自强、勇于担当，在各个领域
用青春的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行
动书写不负好时光、奋斗最青春的铿
锵誓言。

人生如何走过才最有意义？呼和
浩特市消防员巴特尔回答：“永远把为
人民服务刻在心上！让青春在烈火中
燃烧！”

今年30岁的巴特尔，是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从2007年12月入职
以来，他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4500 多
次，获得个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
嘉奖3次……血与火的考验，磨炼着他
的意志，淬炼着他的思想。

别人总是问他，你那么刻苦、那么
努力，是为什么？他说：“我敬仰英雄，
心中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要把英
雄主义精神传承下去，不让家人失
望。”巴特尔有一个英雄的家庭，他的
奶奶是“感动草原十杰母亲”，父亲是

因公殉职的消防员，妈妈是为国夺冠
的柔道运动员，姑姑是荣立三等功坚
守基层的消防警官。

“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父亲的
英雄事迹鼓舞着我，母亲的坚毅影响
着我，淳朴的家风熏陶着我，我要不负
好时光，把青春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巴特尔满含热泪地说。

今年夏天，内蒙古财经大学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的
5000多名青年，深入全区103个旗县
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把知识和爱心
传递给各地的孩子们。

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9
级投资学班青年刘新蕊是志愿服务队
成员之一。她这样诠释青春的内涵：

“以梦为马，让帮扶的孩子感受获取知
识的快乐，让当代青年感受到时代的
责任和使命，感受被需要的幸福。”

该校团委书记包文贤说：“这些
年，我们带领各学院的学生开展各类
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支教活动，让我
们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我们的青春
在给予别人中绽放光彩，我们倍感幸
福。”

秋日的内蒙古大地，一派丰收的
景象：金黄稻谷千层浪，累累瓜果十
里香。 ■下转第3版

不负好时光 奋斗最青春

□本报记者 邓玉霞
通讯员 李璟雨

10月4日上午10时，在二连铁
路口岸集装箱装卸作业区，二连海
关铁路监管二科关员们穿着防护装
备，对一列入境中欧班列运载的集
装箱进行查验。

“核对无误，可以开箱了。”海关
关员李磊说。

打开集装箱，来自俄罗斯的进口
樟松板材整整齐齐摆满了整个集装
箱。透过防护面屏，李磊认真检查板
材外观和是否存在霉变及检疫性害
虫的情况，并通过移动单兵作业系统
实时上传货物信息到系统内。

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口岸进
出境中欧班列保持了增长态势，日
均进出境中欧班列在7列左右，平均
3 个多小时就有一列班列抵达口
岸。工作量增加了，责任更重大。
面对每一次查验，海关关员们不敢
有丝毫懈怠，李磊说：“十一期间，我
们一方面要做好岗位值守和工作安
排，确保班列‘随到随检’；另一方面
还要做好每日查验计划，提前向企
业公布，减少企业等待作业的时
间。”

下午3时，二连浩特市阳光交接
厅内，通关工作并没有因假期而减
缓节奏，窗口作业的海关关员仍在
忙碌地办理铁路货运通关和中欧班
列各项业务。

“您好，现在这一单中欧班列货
物品名填写和舱单信息不一致，这
样审核通不过。请您重新检查核
实，修改一致后再过来进行审核放
行。如果有其他困难无法修改，随
时与我联系，我们再想其他的解决
办法。”接过企业送来的进口非贸物
品核销纸质舱单，二连海关铁路监
管一科 90后关员周思杰仔细对照
系统认真核对舱单数据后，向企业
解释舱单出现的问题。

舱单审核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
心的工作。海关“三智”建设推广以
来，借助上线运行的新一代舱单系
统审核模块，部分业务已经可以实
现系统内自动初核，在减少人工作
业时间的同时提高了准确率。

整理完当天的单证，时钟已经
跳过了傍晚7时，小周一天的工作也
终于接近了尾声。

忠诚履职，守护国门。国庆期
间，一个又一个海关人用使命担当
守好国门防线，用实际行动为外贸
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海关关员为中欧班列护航

□本报记者 安寅东 吕学先
见习记者 郝佳丽

金秋时节，包头市固阳县银号镇
河楞村的黄芪丰收了。微风吹过，一
股沁人心脾的药香扑鼻而来。

“看，这就是黄芪，别看它长得不
起眼，它的根茎可是宝，我们的好日子
全靠它。”村民刘瑞国随手拽起一根茎
蔓，拇指粗的黄芪便从土地里探出了
头。

看着黄芪的长势，刘瑞国喜不自
胜，放下手中的活，盘算起了今年的收
成：“今年黄芪的价格高，按照现在的
行情，最起码能有40万元的进账！”

固阳县地处阴山北麓，是全国闻

名的“正北黄芪之乡”，独特的高原地
貌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质量上乘
的固阳黄芪。

当地采集野生黄芪历史悠久，人
工种植黄芪在固阳已有50多年的历
史。在父辈的影响下，当地不少人开
始种植黄芪，刘瑞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十几岁的时候，看到亲戚家种
植黄芪，一亩地就有一千多块的收
入。那个时候的一千块可是大数目。”
今年64岁的刘瑞国从1975年开始种
植黄芪，从最初不到2亩，发展到如今
的80亩，去年他家销售黄芪的纯收入
高达30多万元。

“种植黄芪是个技术活，会种的收
益就高。最重要的就是轮茬，很多豆
科类植物、甜菜、土豆等，都不能和黄

芪轮茬种植。还有就是，一定要上有
机肥……”说起黄芪种植，刘瑞国便打
开了话匣子。他坦言，种了几十年黄
芪，一直是靠自己摸索种植经验。直
到2004年县里给村民们派来专家，自
己种的黄芪品质才有了提升，出售价
格也水涨船高。

范文宏就是最早与种植户对接的
专家之一。他是固阳县黄芪协会名誉
会长，也是固阳县道地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曾经参与编写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牵头制定的中药材
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系列团体标准。

为打造固阳黄芪知名品牌，固阳
县从 2003 年起开始建立黄芪药源
GAP示范基地，出台了“黄芪育苗田、
商品田、繁种田规范化栽培标准”，还请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制了《固阳县
黄芪产业发展规划（2017—2031年）》，
并派出一批批像范文宏一样的专家，跑
遍县里所有种植黄芪的田间地头，培训
黄芪种植科技骨干及科技示范户，引导
推行标准化绿色有机种植。

不仅如此，2017年开始，范文宏
的固阳县道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每年
和种植户签订标准化种植订单，提供
种苗和有机肥，并按照中药材规范化
生产技术规程系列团体标准进行监
管。符合有机化种植标准的黄芪，按
照每斤4元回收。至今累计签订1万
亩订单，收购600万公斤黄芪。当地
产出的优质黄芪吸引了北京同仁堂、
江苏扬子江药业、吉林长白山制药等
国内知名药企。 ■下转第3版

乡村振兴“药”致富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金秋十月，走进兴安盟科右前旗
大石寨镇三星村三星沟，阵阵沁人心
脾的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只见
一颗颗红通通的沙果挂满枝头。有着
30多年栽植林果经验的果农孙显富
和妻子穿梭在果树之间，不一会儿，个
大饱满、色泽鲜艳的果子就装满了几
大筐。

“200亩苗木，100亩果树，去年我
家仅靠林果收入就达到100多万元，这
可比种玉米强多了。”孙显富指着身后
那片给他带来经济效益的“花果山”说。

三星村耕地面积少、荒山荒坡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政府鼓励村
民在荒坡地上种果树，原来靠种玉米维
持生计的孙显富转型成为一名果农。

自打1992年栽下了第一棵果树，
孙显富从不懂林果栽植技术的“门外
汉”一路成长为兴安盟乡土人才库里
的“土专家”，承包的果园从30余亩发
展到100余亩，种植的果树品种从单
一的沙果发展到如今的30余种。孙
显富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坚持不懈
的努力及对林果的热情，不仅成为三
星村林果产业的发起人，更成了林果
产业发展壮大的领头人，带动了全村
村民借林果生财。

“打药、薅草、嫁接、采摘，每年果
园忙的时候都得从村里雇人，仅这一

项支出就20万元以上。”种果树是个
精细活，用心的管护对于果树很重要，
施肥、除草一样不能落下，从春到秋，孙
显富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这里，果园里
尽是他忙碌的身影。“冬天我也闲不着，
和徒弟们去外地给别的种植户剪果树
枝，一个冬天下来轻松挣1万多。”

高标准、严要求的管理不仅让孙
显富所栽的林果始终高于市场价销
售，且购买者络绎不绝。“去年我新种
出的盆景苹果树卖得特别好，给我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收入，这两年日子好
了，我们家已经买了两辆车，一辆皮卡
车，一辆小轿车。”孙显富喜滋滋地说，
这两年政府还在家门口建成了林果保
鲜库、林果栽植基地，打通了林果产业

上中下游链条，让果子价格年年见涨。
“大家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必须感

谢共产党！这个580平方米的保鲜库
可让果子一直卖到春节前后，还有那
3.5 公里水泥路、20多口水井和防雹
网，基础设施跟上了，老百姓种植的积
极性就高了。”身为有着2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孙显富每年都免费为村民
们提供果树种植培训。在他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三星村村民走上了向
生态要效益的致富路。

“我这1000多棵果树，一多半都
是孙老师给的，只要有难题，他都过来
帮着解决，还提供技术指导，教我剪
枝。”三星村脱贫户王金财说，稳定的
收入，相对富裕的生活，■下转第3版

“花果山”上果香飘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邹明仲
周楠 向定杰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
一个国庆黄金周——走进乡村，隐
居田园，品尝农家饭菜，体验农事劳
动……成为假日休闲新风尚。

这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
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乡村振兴在产业提
档升级中全面推进。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农村

正成为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沃土，农业
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在广袤的中
国大地上，农民富、产业兴、乡村美的
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小康幸福，在富裕富足的希冀里
国庆假期，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

区兴隆台镇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全比
平日更忙。

一大早，他来到“稻梦空间”景
区自己经营的4亩甘蔗林，收甘蔗、
削皮……准备迎接开园后的大批游
客。

这家景区是以体验农事为主题
的田园综合体，近年来颇受游客欢

迎，已是热门“打卡地”。今年国庆假
期以来，几乎天天爆满。

“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真
好。”赵德全说，“采用覆膜保温等技
术，在东北引进甘蔗种植，吸引了不
少游客，4亩甘蔗种了4年，每年都能
收入约8万元。”

在这里，“稻田画”观光、特色
种植、水稻深加工等实现了“ 三
产”融合，惠及周边 40 个村、2000
多名农民，平均每户可增收 3000
多元。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上半年乡
村产业稳步发展， ■下转第2版

透视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花海中感受浪漫金秋在花海中感受浪漫金秋

公园内游人如织。

乌兰木伦景观湖公园内的大型草雕乌兰木伦景观湖公园内的大型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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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坤 实习生 宗佳宁

9月 30日下午，当很多人收拾
着外出行囊时，崔瑞清也整理好了
行李。这一次，她又参加了医院抗
击新冠肺炎医疗救治梯队。这已是
第八次。

她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
院在呼和浩特城东，距离市区10多
公里，是自治区级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目前仍有4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在医院治疗。“只要有患者，我
们医务人员就没有节假日。”在第四
医院，和崔瑞清一样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的医务人员还有很多，崔瑞清
说，“到现在，他们已经坚守了 600
多天。”

作为护士长，除了日常护理工
作，人员管理，后勤保障，还要和患
者进行沟通和必要的心理疏导，“简
直就像个管家婆”，崔瑞清笑着说。

眼前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子，是
自治区首批驰援湖北的逆行者，也
是经历过抗击非典的一线白衣战

士。工作30多年，在一场场看不见
硝烟的战场中，她从未缺席。

每逢节假日值班加班，崔瑞清
总以自己“孩子大了”“利索了”为
由，冲在最前面。

崔瑞清说，“岁月静好，只不过
是有人负重前行”，坚守岗位也是对
祖国的一种告白，而她愿意做那个
负重前行的人，让大家过一个祥和
的国庆节。等到疫情彻底过去，自
己没那么忙了，想带着老人孩子，去
旅旅游，去趟湖北，去自己奋战过的

“第二故乡”看一看。
在城南的呼和浩特市石化医

院，同样有一群身穿防护服的白衣
战士，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前来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进行接种。

段慧先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的护士，10月3日早上8点，她准
时坐在了接种台前。从 5月 20日
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派驻医
护人员到石化医院开展新冠疫苗的
接种工作，段慧先主动报了名。

来到石化医院接种疫苗130多
天，接种过多少人， ■下转第3版

坚守岗位
是对祖国最长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