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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我的入党故事

新闻集锦

以厕所之“点”带乡村振兴之“面”
——记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农村户厕改造工作

□记者 李烨琳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有四

边。一米多高的矮墙圈起来的露天旱
厕，到了夏天，臭气熏天，到了冬天，四
处透风，这曾是农村“土茅房”的真实
写照，也是乡村振兴中的民生痛点。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也关系着农村
的文明新风，自从我盟实施“厕所革命”
以来，昔日的“土茅房”逐步退出了历
史舞台。

“厕所革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因地制
宜，有序推进“厕所革命”，农村人居环
境稳步改善，美丽乡村建设有声有色。

因地制宜 让“方便”更方便
初秋，行走在巴日嘎斯台乡良种场

村，道路两侧的小榆树、村民门前的鲜
花随风摇摆，一条干净整洁的柏油路通
到了村民的家门口。走进村民贺常福
家，整个庭院干净整洁，一座地面平整、
外观整洁、通风透气的无公害卫生厕所
坐落在庭院的一角。“改厕以前，夏天
上厕所不是带把蒲扇赶蚊子，就是点盘
蚊香，想‘方便一下’十分不方便。如今，
没有蚊蝇了不说，还定期有吸粪车来清

理，干净又卫生。”贺常福说。
良种场村是巴日嘎斯台乡首批实

施“厕所革命”的试点村，因为房屋质
量、群众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等因素，推
进“厕所革命”不可能全部采用水冲式
厕所。巴日嘎斯台乡从实际出发，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改厕
模式。引导老旧房屋且不适合安装水
冲式厕所的农民，改建无公害旱厕；引
导新建房屋的农民，改建水冲式厕所。
通过改造提升、改建达标、配套新建等
多种方式，稳步推进全乡农村户厕改
造。

据悉，巴日嘎斯台乡农村户厕改
造从 2019 年的 70 余户增长至现在的
1600 余户，实现了 15 个行政村卫生公
厕全覆盖。

“厕所革命” 让环境更美丽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巴日嘎

斯台乡把农村户厕改造工作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生态宜居的一项重要举措不断
推进，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
生活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狠抓落实。

为保障“厕所革命”的顺利实施，巴
日嘎斯台乡结合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统
筹多方资金，全力推进农村户厕改造，
截至目前共投入改造资金 500 余万元。
同时，农村户厕改造工作中始终坚持农

民为主体，改不改、如何改，都由农民说
了算。巴日嘎斯台乡还通过宣传动员、
示范引导等方式，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改
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要我改”为

“我要改”。
以前，良种场村大多数农民家的厕

所是建在临街的院墙边上，整个街巷里
臭气熏天，严重影响村容村貌。良种场
村党支部书记李坤朋告诉记者，推进农
村户厕改造，村里的党员带头报名，农
民也都争抢着报名进行户厕改造。如
今，良种场村 100% 完成户厕改造。

农村户厕改造既是“里子”工程，也
是“面子”工程，在“厕所革命”的推动
下，昔日农村厕所踮脚尖、捂鼻子的历
史一去不返。如今，经过提档升级后的
厕所，内部设施更加齐全。改善了卫生
环境的同时也扮靓了庭院，助推了美丽
乡村建设。

粪污利用 带来经济效益
以厕所之“点”带乡村振兴之“面”，

“厕所革命”不仅带来了文明习惯上的
改变，也带来经济效益。

随着“厕所革命”的推进，不但厕所
干净了，粪肥还能高效地为农业所用，
构建起“厕所革命”循环产业链。

小小的庭院里李子树上挂满了丰
收的果实，院子里豆角、柿子、黄瓜让人

垂涎欲滴。改厕后，良种场村的村民王
百田以无害化卫生厕所为基础，将粪便
经过发酵等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成
为农家肥。他们家的庭院果蔬近两年
来都是施用的农家肥，蔬菜色泽鲜艳，
口感非常好，在市场上很畅销。“施了
农家肥，产量都好了。除了自己家吃的
一小部分，剩下的一大部分都拿到市场
上卖了，一年能增收 4000 元左右呢。”
王百田说。

“厕所革命”开展以来，许多农民
把粪污资源化利用，发酵成了农家肥还
田，让农作物长势更好，也改变了卫生
环境。推进“厕所革命”，不仅要算健康
账、经济账，更要算文明账。要因地制
宜、科学引导，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比翼齐飞，让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目前，巴日嘎斯台乡已经着手研究
后续“厕所革命”服务管理机制，确保建
好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在农村改
厕工作过程中，巴日嘎斯台乡将成立农
村户厕改造管护队，对农村户厕进行维
修维护，并为各村配备一辆吸粪车，同时
根据各村改厕平数为各村修建化粪池，
让粪污能够更好地资源化利用。巴日嘎
斯台乡还将在各村挑选“明白人”继续
对农村户厕改造工作进行宣传，争取实
现 15 个村农户户厕改造全覆盖。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种下油蟠桃
收获“致富果”
□武跟兄

一大早，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产业指导员周春山脚步匆匆，
他要到乌兰浩特市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明星村脱贫户景玉芹家看看
油蟠桃长势。

走进大棚，一个个油蟠桃色泽诱人，硕大扁圆，沁人心脾的果香萦
绕四周，清甜的桃香味十分诱人。身着“红马甲”的周春山正在手把
手指导景玉芹。周春山是位有心人，经过他的帮助指导，景玉芹的大
棚油蟠桃才有了今天的“盛景”。

景玉芹是明星村脱贫户，当初选择了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分到
了 1 栋 500 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和 50 平方米的管理房，自己又租了 1
栋大棚，分别种植油蟠桃和蔬菜。种植蔬菜，景玉芹得心应手，每年都
能通过种植豆角、小白菜、茄子等收入 1 万余元。面对油蟠桃，景玉芹
和老伴儿有点束手无策。去年，50 多棵果树只结了 30 个油蟠桃，这让
景玉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周春山得知情况后，立即入户指导，他从
温度、梳果、害虫等方面入手进行技术帮扶。据周春山介绍，油蟠桃管
理不难，其自身抗病性也强，主要是在开花的时候控制好温度。今年，
在他的指导下，景玉芹大棚里的 1 棵果树平均结了 30 斤油蟠桃，产量
和质量均得到提升。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斯力很现代农
业园区加大了对发展种养殖户的产业帮扶力度，发动帮扶单位、驻村
工作队和扶贫干部的力量，加大投入，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脱贫
户自主发展产业的脱贫成果。在销售过程中，明星村帮扶单位乌兰浩
特市水利局积极与市区各大市场、超市进行对接，以每斤 5 元的价格
帮助销售油蟠桃，今年，景玉芹的油蟠桃预计收入达 1 万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近年来，乌市农科局精准选
派产业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群众面对面、手把手提供种养殖技术
服务，带动村民增产增收，壮大乡村产业发展。周春山说：“争取让更
多的人种上油蟠桃，实现规模化种植，让更多种植户发家致富。”

在灿烂的阳光下，油蟠桃闪闪发亮，产业指导员和脱贫户笑声朗
朗，乡村振兴的路一定可以越走越宽。

宋玉龙：映初心 显担当
□记者 王萍

他，虽为男性却心细如发，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服务；他，不忘初心，奋战
在临床一线，身体力行地诠释“救死扶
伤”的铮铮誓言。他是乌兰浩特市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宋玉龙。记者见
到宋玉龙时，他刚下手术台，脸上挂着
微笑，丝毫不见疲惫。“看到患者能够
恢复健康，我就感到很满足。”宋玉龙
说。

受到党员父亲的影响，2005 年，上
学期间宋玉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
定要做一名服务百姓的好医生”宋玉龙
暗下决心。2008 年，刚从内蒙古民族大
学医学院毕业的宋玉龙顺利考入乌兰

浩特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干就是 13
年。长期奋战在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宋
玉龙，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技术获得
了同仁和患者的称赞。

相由心生，这句话在宋玉龙身上得
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善良、豁达、善
解人意，体现在为患者服务的点点滴滴
中。2019 年的一天，乌市医院神经外
科接收了一名患有急性脑出血的患者。
该患者明显出现意识障碍、频繁呕吐等
症状，宋玉龙接诊后，第一时间为该患
者进行了血肿清除术。术后，该患者成
功苏醒。照顾该患者的是已经年过 70
岁的老母亲，宋玉龙得知后，常常利用
下班时间帮助老人照顾患者。为了方
便照顾，该患者的母亲提出将儿子接回

家中。出院时，该患者带了鼻饲管和导
尿管。带管出院的患者，家属在护理的
时候需要定期更换管道。考虑到该患
者的家属年龄较大，来回到医院更换管
道不便，宋玉龙便多次上门为患者更换
管道和换药，并指导家属合理进行康复
训练。“宋医生真是太负责了，多次随
访，解决了我和儿子的后顾之忧。”患者
的母亲激动地说。

我是党员，有危险我先上。2020 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给医护工作者带来了
挑战。2020 年 2 月初，乌市医院神经
外科收治了一位因外伤引发颅内出血
的特殊患者。说她特殊，是因为该患者
来自疫情风险较高地区。入院时，该
患者高烧 39.2 摄氏度，CT 片子显示肺

部有病变。由于当时乌市医院没有核
酸检测能力，核酸标本需要送到兴安
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时间较
长。而病人的病情却突然恶化，需要马
上抢救，面对这样的特殊病人，宋玉龙
毫不犹豫穿上防护服，在做好防护的情
况下，宋玉龙和科室医护人员共同为该
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等相关抢救治疗。
最终该患者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我是医生，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我必
须尽全力去救治。作为共产党员，遇到
特殊情况，我更应该冲到最前面。”宋玉
龙说。

年轻而充满干劲，谦逊而精益求精，
尊重而关爱患者，是宋玉龙质朴又难能
可贵的品质。

盟红十字会开展监事会建设工作调研
本报讯（刘也）为推动全盟红十字会

监事会工作高标准设立、高起点运行、高
质量发展，推动红十字会改革，提升治理
能力，8 月 16 日至 8 月 20 日，兴安盟红十
字会监事会组织各监事成立调研小组深
入全盟各旗县市，就监事会建设工作开展

为期 5 天的专题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活动以全盟各旗市监事会

筹备情况和监事会运行情况为主题，各旗
市监事会设立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监事会
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监事会在工作中发
挥的作用成效等为主要调研内容。

活动中，调研组提前掌握基本情况，
采取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形
式，深入各旗县市项目点实地考察，全面
了解实际情况。对已经设立监事会的旗
县市红十字会，就捐赠款物接收、管理、分
配、使用和由捐赠资金实施的重大项目运

行管理的监督情况进行督查调研，根据调
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和
建议。对未设立监事会的地区，详细了解
未成立的困难及原因，现场提出督促并介
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宜，帮助当地红十字
会监事会有序设立。

阿力得尔苏木

“村畜户养”项目富民强村

本报讯（苏雅拉其其格）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科右前
旗阿力得尔苏木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嘎查村调研，因地制宜谋
划养殖业项目，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的同时，
让村民搭上了“致富顺风车”。

近日，混都冷嘎查“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逐户了解村民生
产生活情况，对“村畜户养”项目逐户了解群众意愿，并对有意
愿参与项目的户进行综合测评。

“村畜户养”项目是阿力得尔苏木申请自治区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京蒙扶贫协作资金 400 万元，以翁
胡拉、混都冷、永安、海力森等四个嘎查为试点，从村民中选
出符合项目实施条件的 95 户发展养殖业，每户支持 2 万元至
5 万元，由养殖户自主谈价选购基础母牛或母羊进行标准化
舍饲养殖壮大集体经济的一项新举措。养殖户每年按投资
额的 6.5% 返利给村集体，从第二年开始按 2:2:3:3 的比例返
还本金。按项目资金的 6.5%，混都冷嘎查和翁胡拉嘎查村集
体经济每年获利 9.75 万元，永安村和海力森嘎查集体经济每
年获利 3.25 万元。参与的养殖户年均增收最低 1.2 万元至 3
万元。

巴达尔胡农场

开展核酸检测实战演练
本报讯（王建勋）日前，兴安农垦巴达尔胡农场疫情应急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卫生院、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开展了新冠
肺炎疫情核酸检测实战演练。

此次演练采取实战模式，实行真采真检。演练中，各相关
部门和成员单位准备充分，密切合作。演练严格遵守检测规
程，按顺序先后完成测温、扫码登记、绑管、采集咽拭子等流
程，演练过程综合考验了各单位的协调联动、应急处置、舆情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此次演练共完成对场区内个体商户、企事业单位人员采样
115 份。

学田乡

加大“蒙速办”APP 注册力度

本报讯（海燕）为进一步提升“蒙速办”APP 的使用率，扎
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近日，突泉县学田乡党建指导员入
户指导村民下载“蒙速办”APP，一对一帮助村民进行“蒙速
办”APP 下载认证工作，集中优势不断加大“蒙速办”APP 推
广应用力度。

“蒙速办”APP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移动政务服务平台，为
企业和广大办事群众提供“一站式”掌上查询、掌上办理、掌上
评价的全流程在线政务服务，支持健康卡、社会保障卡、驾驶
证、行驶证、营业执照等电子证照的申领和出示核验，让群众
和企业在办事过程中，足不出户尽享生活便利。学田乡党建指
导员的加入不仅提高了党员群众对“蒙速办”APP 的认知度和
使用率，更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 + 便民服务”体系，提升了
智能化服务水平，激发了便民新效能，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葡萄熟了
眼下正值葡萄丰收的时节，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赵景红家的设施农

业大棚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绿葡萄、又圆又大的紫葡萄缀满了葡萄架。
赵景红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有几十名游客来采摘，这一栋大棚能出 4000

斤左右的葡萄，现在卖了 1000 多斤了，毛收入 2 万元左右。
近年来，义勒力特镇借力全域旅游，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吸引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鼓了农民腰包。          记者 李烨琳 摄

小麦收割
眼下，兴安农垦呼和马场小麦进入收获期，麦浪深处，大型联合收割

机“轰隆”向前，“吞”下沉甸甸的麦穗，一幅令人欣喜的麦收画卷次第展
开。为了确保小麦颗粒归仓，该场精心组织，细化分工，有序管理，抢抓晴
好天气，在最短时间内顺利完成麦收工作，为企业提供安全优质的生产原
料。截至目前，呼和马场 1500 亩小麦已全部完成收割。         刘博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