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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
以智勉勤迎战乡村振兴   以勤促智共享幸福太平

□王莹  王莹莹 

来到美丽的突泉县太平乡，映入眼帘的是一

幅生态清幽的美景图：米浪金黄、牛肥羊壮，秋日

的乡村尽展丰收景象；走进农庄、瓜甜果漾，芬芳

的泥土送来扑鼻的清香；生态宜居、绿色和谐，美

丽的彩蝶招引八方游客；棚落璀璨、花海环抱，梦

中的故园感念唯美乡愁……繁盛现代的农业、美

丽宜居的农村、文明富裕的农民，秀美的乡村给人

带来喜悦的心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太平乡在乡村

振兴样板区的建设中走在了前列。近年来，乡党

委、政府全力探索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紧抓乡村

振兴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下足功夫，全力打

造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乡镇，取得了显著成效。

 

小牛带来“雪花银”——提升发展质量，

以兴旺的产业引领乡村振兴 

太平乡土地肥沃、气候条件良好，现有耕地

41 万亩，牲畜存栏 9.85 万头（只），其中肉牛存栏

13054 头、马 864 匹、驴 918 头、羊 73073 只。 

结合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太平乡通过帮助

协调贷款等方式鼓励农户发展肉牛养殖，着力打

造赛银花村为“安格斯小镇”，目前全村肉牛存栏

617 头。贫困户李喜春给牛喂了草料，卷起一撮

自家种的烟叶点燃，幽幽地站在圈舍边看着他的

“牛娃娃”们，这些都是他的“致富牛”。67 岁的李

喜春老两口是 2015 年识别的贫困户，老伴儿患有

心脏病，他也因年纪大了无法下地耕种。2017 年

在全县“牧业再造突泉”的政策引领下，李喜春自

发在庭院养牛，目前已由最初的 2 头牛发展到了

现在的 8 头牛，其中 6 头牛已带犊。“我们老两口

这么大岁数能干啥呀，以前别说致富了，连生活都

困难，可是通过党的好政策和各级的帮扶养上了

牛，我们的好日子真就来了！”提起他的牛，李喜

春的脸上就洋溢着掩盖不住的笑容。养牛不需要

复杂的技术，李喜春每天都出去割草，每头牛每天

的成本仅为 6 元钱，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每头基础

母牛产犊 1 头可销售 13000 元，每个饲养期可获

得的纯利润为 8140 元。他精打细算，等养到 15

头母牛的时候，能产 15 头小牛销售，始终保持 15

头母牛不变，除去饲料、人工等，一年可净赚 8 万

元。太平乡努力将内生动力提升到户，促进了产

业发展，并由李喜春等典型带动周围贫困群众以

及农户共同发展肉牛养殖，实现了引领兴旺的产

业发展。 

庭院增收效益好——强化绿色建设，以

宜居的生态繁荣乡村振兴 

紫皮蒜在五三村已有 50 多年的栽种历史，这

里土壤富含多种矿物质，土质肥沃松弛，产出的紫

皮蒜具有口感水灵、脆生多汁、汆辣杀菌等多重特

点。近年来，太平乡党委、政府为进一步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发挥五三村庭院种植的资源优势，把紫

皮蒜产业确定为增加农民收入、精准扶贫的特色

扶贫产业之一，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农户走

“优质、高产、高效”的发展路子，逐步将庭院紫皮

蒜打造成引领全乡乃至全县的“紫色产业”。 

50 岁的五三村村民张立祥是个闲不住的人，

庭院 3 亩地，主要种植紫皮蒜，年收入 3.2 万元。

庭院种植给张立祥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他有着

20 多年的紫皮蒜种植经验，黝黑的皮肤衬着他朴

实的笑脸，精心侍弄着他的菜园。他说，是党的政

策好，才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除了庭院种

植和养殖，他和妻子还种植耕地 40 亩，主要种植

玉米、绿豆等作物，年收入可达 4 万元，院落内的

角角落落都被他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养殖鸡、兔等

家禽（畜），每年还可增收 2000 元。他认识到，要

想过上好日子，不仅要靠政府的引导，更需要通过

自身的努力，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子也就能

越过越好。现在的五三村户户庭院种植紫皮蒜，

总面积达到 200 多亩，种植大户利用庭院每年增

收可达 3 万元，贫困户每年通过庭院增收 3000 元

以上，真正实现了让“方寸地”变“增收园”，全村

30 户贫困户中，有 23 户依托庭院种植和发展庭

院养殖实现脱贫。 

整洁有致的院落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太平乡坚持“政府主

导、全民参与、全面覆盖、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

乡村发展实际，注重让群众见到实惠、看到希望，

在前期环境整治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档升级，积

极开展厕所革命与垃圾分类，通过积分争星活动

动员全体农户参与建设美丽家园。以生态宜居

为关键，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太平乡努力实现美

丽与发展双赢、生态美与百姓富相统一，通过积极

发展生态产业、壮大绿色经济，让“土地长出‘金

元宝’、生态变成‘摇钱树’、美丽乡村成为‘聚宝

盆’”。 

蒜头做成大文章——力促文化兴盛，以

文明的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太平乡着力推动农业农村向现代化发展，借

助乡村振兴的东风，乡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引导农

户以及村集体发展壮大紫皮蒜产业，在引领全乡

农户致富奔小康的同时积极打造紫皮蒜品牌文

化，让太平乡紫皮蒜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按照盟县两级要求，太平乡开展了改变生活

从庭院做起专项行动，以庭院紫皮蒜和乡村旅游

为突破口，重点打造紫色田园区，全力建设乡村产

业示范带。依托紫皮蒜元素建设了紫皮蒜文化广

场，目前已经成为村民和广大游客了解紫皮蒜前

世今生以及科普宣传、文体健身、休闲娱乐的重要

场所，广场对面正在建设 1000 平方米的紫皮蒜包

装车间，提取大蒜素的深加工项目也在加快推进。

结合紫皮蒜文化、庭院特点和发展需要，太平乡引

入民间资本、吸引返乡创业人士参与乡村发展，建

设了紫皮蒜文化展园，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观

光、采摘等服务。紫皮蒜大田种植基地，今年流转

了 100 亩土地进行了试种，下一步将继续扩大规

模，展园建设以来，已经接待了各级参观交流 40

余次。结合乡村旅游，太平乡将进一步加快乡村

振兴的步伐，真正打造宜居宜业的“紫色田园”，

“大蒜文化”有效助推了农耕特色乡镇的产业发

展，也丰富和提升了农耕特色乡镇内涵，体现了美

丽乡镇文化休闲特色。 

党建前行担重任——着力固本强基，以

有效的治理守护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善治，关键在党的领导，这是最坚实

的支撑力量。太平乡利用两委换届年的契机，着

力选好村两委班子，规范党员管理，把优秀村民培

养为党员，把优秀党员培养为支部书记，在此基础

上，不断推进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让村

民全部参与到村里的大事小情中来，激发出大家

共同建设村屯的热情。 

高高瘦瘦的赛银花村党支部书记黄银昌带头

发展养牛产业和大棚种植，47 岁的他用高挺的脊

梁背负着全村的希望，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赛银

花村通过产业发展增收的农户年收入都在 10 万

元以上。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不服输的黄银昌带

领干劲儿十足的村民，探索建立“党支部 + 旅游

项目 + 农民合作社 + 互联网 + 农民”的利益联

结机制，突出赛银花温馨和谐的风格特点，把快乐

农居独特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转化为

经济价值，在着力打造养牛专业村的同时，也为村

域旅游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增收后的赛银花村民

因此享受着更加温馨快乐的生活。 

夯实党建，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给

乡村治理装上了一个动力强劲的火车头，带动村

民致富奔小康，凝聚了乡村振兴的人气。推进乡

村善治，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还要完善农业

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太平乡还注重加强村级组织

建设，倾听村民诉求，将自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从制度上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积极引

导各村开展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

会、村民监督委员会等集体议事，严格民主议事程

序，在贫困户动态调整、土地发包、低保评定等工

作中充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有效的乡村

治理。 

玉米泛起黄金光——增进民生福祉，以

富裕的生活回敬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太平乡着力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为鼓起农民的“钱袋子”提出了新

目标。望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大田，不善言辞的全

国种粮大户、马吉拉湖村党支部书记刘全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今年，他的广丰农业机械化种植合作

社种植了玉米近 1000 亩，他说今年雨水好，收成

不错，每亩可产出玉米 1500 斤。近年来，刘全带

领合作社探索出三种模式进行发展，除了自种模

式以外，还有代耕代管和托管服务两种模式，代耕

代管就是将种植、种子化肥农药全部统一，帮助自

种农户每亩实现增收 200 元左右；托管服务就是

依托农户托管开展机械服务，土地由合作社种植，

通过将种子、化肥、管理等相统一，实现水肥一体

化，粮食产出归农户所有，按照粮价大概每斤 8 角

左右计算，农户通过普通种植每亩收入在 800 元

左右，而通过托管种植，每亩收入可以达到 1200

元左右。在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通过三种模式

发展，合作社每年收入也可达到 40 万元至 50 万

元，既帮助农户得到了实惠，也达到了双赢的目

的，在刘全的努力和带领下，金黄的玉米变成了金

灿灿的摇钱树。 

如今，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收入来源

已经拓展到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中央补

贴等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种主要渠道。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更加关注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都有

了新期待和高要求。太平乡注重推进农业由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主

推玉米种植，探索“庭院养殖”“庭院种植”“庭院

采摘”等多种方式，走出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真正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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