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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高山草场上的“优美牧歌”
新华社记者 骆晓飞 张宏祥 韩方方

乡村振兴中的“巾帼力量”
通讯员 黑倩 记者 谷嫦瑜

高山白云，绿草蓝天，三五成群的牦牛在草地上悠
闲吃草，不时还能看到初生的小牛犊打闹、撒欢……

盛夏的优美村高山草场，一如村名，美不胜收！
对当地牧民而言，时节过了夏至，意味着放牧又要

转场了。
6月 28日，是优美村一社牧业点选定的转场日。

优美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尕拉旺扎早早地
来到牧业点，带领牧工转场。

“公牛要单独分群，从草棚的左边赶过去；初生小
牛犊和牛妈妈分一群，赶到山上夏季草场上草最好的
那一片……”从事了几十年的畜牧业，53岁的尕拉旺
扎指挥起转场来，从容而有序。

优美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共有 5个牧业点，
在接下来的一周，所有这些牧业点上的牦牛都要转移
到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专门的草场，四季轮牧
可以让草原得到休养和保护。”尕拉旺扎说，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以股份制经营理念，将村里的大部分牲
畜和草场集中起来，采取分群养殖、统一轮牧、统一出
栏的管理方式，实现了畜牧业的规模化科学发展，同时
更好地掌握草畜平衡，保护了草原生态。

优美村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结多
乡，村里的草场海拔都在 4500米以上，是典型的高山
纯牧业村。长期以来，以户为单位的传统放牧方式在
这里代代相传。

2009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引导下，优美村开始
探索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但受传统思想
和放牧习惯的影响，合作社运营之初，只有 35户牧民
加入合作社。

近年来，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合作社
逐渐壮大起来：2016年，优美村 79户建档立卡户的产
业到户资金全部投入到了合作社，随后在各类帮扶政
策的支持下，合作社5个牧业点全部盖起了新畜棚，一
社牧业点还盖起了近千平方米的储草棚。

“全村可利用草场约 27万亩，目前合作社共整合
了17万亩，加入合作社的牧民达到了183户，合作社牦
牛存栏已经超过了1700头。”尕拉旺扎说。

2021年，优美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仅养殖经
营收入超过了140万元，分红超过70万元。

同时，通过合作社集中经营，村里原来被“拴在”草
原上的一些劳动力腾出来，他们外出打工，或者在县城
照顾上学的孩子，开创了一个新的增收渠道，也提高了
生活品质。

“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改变了草原生活方式，也
让我看到从事新型的畜牧业是一个较好的职业选择。”
24岁的尕玛才文说。

尕玛才文在西宁的一所警校读书。今年他毕业
后，看到生态畜牧业给草原带来的新希望，决定回到家
乡创办家庭牧场。

“杂多县是一个纯牧业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衔接乡村振兴，还是要依靠畜牧业产业。”杂多县县长
久文说，深入探索合作社经营模式，提升畜牧科技水平，
推动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是牧区振兴的必由之路。

● 工作人员在田间查看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生长情况

从田间地头到农户家中，从大棚种
植到供货销售……在宝塔区青化砭镇乡
村振兴的队伍中，她们是基层党组织的
领头羊、大干实干的驻村干部、发展农业
产业的致富人，她们用温柔、刚毅、智慧
和力量撑起“半边天”，成为乡村振兴中
的“巾帼力量”。

“我有义务照顾好每一个人”

贺延梅为人热心豪爽，做事果断干
脆，虽没上过大学，但在“社会大学”中历
练丰富，干过销售员、开过火锅店。2021
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贺延梅被推选
为常屯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子就是我的大家庭，我有义务照
顾好家里的每一个人。”这是贺延梅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她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村里谁家有困难，只要言传
一声，贺延梅肯定全力帮忙。

村里的残疾人王海军行动不便，
这几年全靠村支部照应。贺延梅隔三

岔五就会到他家里帮忙，买菜、扫地、
整理床铺、擦桌子……事无巨细，从无
怨言。

贺延梅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 7支，
“村干部代办岗”4个，“党员服务岗”10
个，专门为群众提供代缴水电气费、农产
品搬运、代缴医保社保等各类便民服
务。2021年以来，常屯村党员志愿服务
队累计为群众代办事项82项，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120余次，服务群众220人次。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

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才能把实事
办到群众心坎里。梁晓丽2021年6月担
任许家沟村驻村干部，一年多来，她辛勤
工作、砥砺奋进，付出了努力和汗水，收
获了信任和支持。

核酸采样中，为提高采样效率，保证
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她和同事穿上防护
服，变身“大白”，帮助老年群体录入身份
信息，要连续工作5个多小时，忙完时手

指已经僵硬，很久才缓过来。
疫苗接种时，许家沟村60岁以上的

老人有 160多名，她和村队干分组对不
在村住户挨个打电话排查接种情况，督
促接种。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她和
村队干一起，组织在村党员志愿服务队，
为村里15位老人义务理发，解决老人的

“头等大事”。
凭借着一颗服务为民的真心，梁晓

丽成为村上惠民政策的宣传员、抗击疫
情的防疫员、防汛救灾的排查员、为民解
忧的服务员，更成为了群众心中的贴心
人、知心人、家里人。

让群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跟着党走准没错，大棚蔬菜卖得
好，日子越过越红火了。”54岁的罗凤梅
在张坪村是人人知晓的大“红人”，她不
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张坪村温室大
棚产业致富带头人。

2019年，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区蔬菜局的帮助协调下，张坪村投资
200余万元建成投用大拱棚129座，温室
大棚 4座，主要用于种植西瓜、黄瓜、小
瓜、豆角等时令蔬菜水果。

大棚初建时，为打消村民顾虑，罗凤
梅和4名党员主动认领，主动承诺，带头
率先承包种植大棚。凭着一股子热情和
干劲，通过参加蔬菜种植技能培训、外出
取经学习、交流经验等方式，她成为了村
上有名的蔬菜种植“专家”。2021年罗
凤梅家大棚蔬菜增收3.3万元。

在罗凤梅等人的示范引领下，张坪
村大棚蔬菜产业发展日益红火。目前全
村44户村民参与承包，其中脱贫户20户
58人，2022年预计可带动户增收 3万
元。如今的张坪村探索确立“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通过专业合
作社和果蔬服务站帮助销售蔬菜，全村
大棚蔬菜逐步朝着产业化和品牌化发展
壮大。

本报讯（通讯员 吴舒捷 白利民
王刚 记者 孙艳艳）“豆子的防虫措施
做了之后，紧跟着就进入汛期了，在坑洼
地带一定不要积水，要把水引出去，不然

会形成根腐死苗。”6月 27日，洛川县石
头镇经济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田永平正
在田间地头查看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生长情况，为群众现场指导近阶段耕种

注意事项。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今年农

业部向全国推广的一种新型种植模式，
也是对传统间作套种的技术优化和提
升。这种种植模式有利于提高光效、改
良土壤、培肥地力，实现玉米不减产、增
收一季豆，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为了引导农民接受这项新技术，石
头镇按照县委、县政府及农业农村局相
关部门的指导方案，成立了由分管领导
为组长，果站站长为副组长、果站干部为
组员的工作组，从 3月初开始分组逐户
宣传政策，向群众宣传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的优点和政策措施。

石头镇寺庄村民王建锋今年套种了
11亩玉米大豆，他对这种新型的种植模
式充满期待。“刚开始听说种这个比较麻
烦，害怕长不好。最后通过政府土地补
贴，基本上就够种子钱和耕地费用，从目
前的长势看，产量应该没问题。”

“这种套种模式从来没接触过，担
心玉米过于稠，豆子被兔子吃等各种问
题。农综站的技术人员常来地里指导，
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我准备明年
也响应政府号召，套种玉米大豆。”同村
的王晓红年初对这种种植模式还持观

望态度，现在看到同村乡亲地里的玉米
大豆长势不错，而且技术问题也不用担
忧，就想着明年把自家的 10亩空地也
这样套种。

目前，石头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正在科学、规范、有序推广，在经济综
合服务站技术人员全方位跟踪服务指导
下，该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
到1387.1亩。

“我们会主动与农技中心交流，并要
求镇果站分片包抓，进村进地指导种植
户加强苗木管理工作，抓好粮食生产，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效益，让群众在复合种
植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石头镇副镇长孟
晓洁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洛川县以“技术引领、
行政推动”为抓手，农业农村局领导包乡
镇，业务技术干部包村，与乡镇主要领导
签订目标任务书。同时，洛川县农业农
村局组织县农技中心、植保站和农机服
务中心提前就播种技术和苗前除草剂的
使用等进行了演练，确保了该项工作顺
利开展。洛川县今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任务8100亩，经验收实际种植8945
亩，完成下达任务的110%。

本报讯 （通讯员 郝栋栋 记者
叶四青） 连日来，延川县杨家圪坮在
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村党组织书记、
第一书记“擂台比武”活动，村党组织
书记、第一书记围绕基层党组织规范
运转、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点创建、
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为民服务等进
行述职演讲与知识竞赛，受到广大干
部群众的好评。

活动前，镇党委牵头组成评审小
组，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知”的方
式，不定时到“擂台比武”村实地观
摩。重点从“五比五看”评价村党组
织书记、第一书记工作实绩。一比基
层党建，重点看村级活动场所、支部
活动、党员管理、党建各项任务落实
及特色亮点打造等情况。二比村集
体经济发展，重点看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规范提升、党建示范点创建、产业
项目发展、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三
比人居环境，重点看村容村貌提升、
公共场所整治、绿化亮化美化和“美
丽庭院”创建等情况。四比基层治
理，重点看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矛
盾化解、村级权力清单、三务公开、

“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等制度落
实。五比乡风文明，重点看优秀红色

文化传承保护、文化阵地打造、移风
易俗新风，开展“好媳妇”“好婆婆”

“文明家庭户”评选等情况。
活动中，各村党组织积极畅谈经

验做法，现场充满了“比学赶帮超”的
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活动对提
高服务能力和履职本领，充分发挥乡
村“头雁”引领作用，以组织振兴推动
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叶四青）“免费
发蚕又给药，还有技术指导，企业回收蚕茧，我们养
蚕的成本和风险都降低了。”6月 30日，子长市涧峪岔
镇南家峁村党群服务中心蚕农高兴地说。

陕西果业集团蚕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果
蚕桑科技公司”）为蚕农免费发放共育小蚕，高于市场价
回收蚕茧，受到当地群众广泛好评。当日，该公司共为
涧峪岔镇康家坪、毛家河、南家峁等村50余户蚕农发放
小蚕120张。

小蚕生长发育较快，是增强体质阶段，小蚕共育有
利于蚕农降低养蚕成本，提高养蚕成活率。

记者在现场看到，陕果蚕桑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对
照提前报名登记好的信息，根据蚕农需求，将统一共育
好的小蚕逐户分配发放。康家坪村的蚕农马海燕说，
现在养蚕设备和技术比起过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的
扶持政策和资金逐年增大，大家养蚕的信心越来越足。

蚕桑产业是绿色产业，也是致富产业。目前，子长
市共建成并投用了两个小蚕共育基地，每年可育出幼
蚕两个批次 600多张小蚕。2022年上半年，陕果蚕桑
科技公司夏季共育 350张，全部免费发给 120余户蚕
农，涉及7个镇（街道），共育成本约7.5万元。

陕西蚕桑科技公司总经理慕光辉表示，下一步，公
司将联合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免费对蚕农进行
技术指导，免费发放所需药物，公司还将高于市场价格
回收蚕茧，通过统一免费送苗、统一技术服务、统一保
底订单收购，统一发放共育小蚕等工作措施，让每一位
蚕农吃下“定心丸”，提高全市蚕桑产业效益，助力蚕农
增收。

玉米不减产 增收一季豆
洛川县超额完成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任务

绚丽的霓虹灯、醒目的美食招牌、熙
熙攘攘的人群、蒸腾着的烟火气……夜
幕低垂，华灯初上，黄龙县汇聚各种特色
美食的夜市摊点焕发出了它的活力。在
这里，人们卸下一天的疲惫，惬意地享受
美食和休闲时光。

下午6点，夜市的摊主们开始忙着理
货出摊，铁板鱿鱼、炒粉、臭豆腐、卤羊蹄、
小笼包、各类烤串有序摆放，伴随着叫卖
声，不一会儿摊点前就迎来了一波食客。

“夏天就得坐在这夜市摊上，吃点自
己喜欢吃的东西，氛围好，让忙了一天的
人们，可以完全放松下来。”刚下班的李

鑫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乐呵呵地说道。
黄龙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疏堵结合、

因地制宜，在城区金德隆超市门口设置
了20余个夜市摊点，在规范流动摊贩经
营的同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创业就
业机会，市民休闲消费有了好去处。

郭德友在这儿经营一家烧烤摊，每
天下午 6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凌晨
结束。“在这摆摊，虽然辛苦，但收入还不
错，现在买了车，在城里买了房，娃也能
在跟前上学。”

“一到周末或者遇到县上举办啥活
动，人就会特别多，基本处于爆满的状

态。”在这儿经营了4年的商户李平说。
除了美食摊点，由黄龙县城投公司

打造的北山地摊，集聚各种美食和星空
露营、草坪音乐会、露天电影、青年社交
桌游、儿童玩乐等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感受夏日里浓浓的
烟火气。

“今天是第一次来北山公园，我觉得
这个地方夜景很漂亮，而且小朋友能吃、
能玩的地方特别多。”市民贺姣说，“住在
小县城，晚上能在这儿走一走，吹吹晚
风，非常惬意。”

黄龙县城投公司工会主席程雷说：“城

投公司依托北山公园的地缘优势，围绕
北山地摊这一主题，将公园美景与休闲
功能融合，为城区居民打造了一处消暑
的佳地，市民在拍照打卡的同时，还可以
享受美食带来的愉悦。”

为确保夜市经济规范有序发展，保
障夜市食品安全，黄龙县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针对夏季食品安全特点，强化夜
市食品安全检查。“在日常监管中我们会
进行不定期检查，严把原料关、相关材料
的进货、食材储存及防尘防蝇措施，维护
好各自摊点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执法人员陈建华说。

免费发放小蚕 保底订单收购
子长市多措并举让蚕农吃下“定心丸”

● 工作人员对照信息给蚕农发放小蚕

“五彩霓虹”里，黄龙烟火气正浓
通讯员 任燕燕 记者 杜音樵

第一书记“擂台比武”“比学赶超”氛围浓厚

看小康走进乡村

小康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