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王响）洮北区林海镇以乡村振兴为
目标，以农民增收致富为目的，以农业为基础，
以项目为带动，提出“项目立镇、产业强镇、商
贸活镇、兴农富镇”的发展定位，农村社会经济
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出农、工、商多元并进
的景象，随之涌现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农
民，引领群众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两栖型”农民——种地兼劳务，农副齐增
收。在林海镇有这样一群农民，他们一改往日只
靠土地吃饭的习惯，充分利用时间，在农忙时种

田，在农闲时外出打工，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这样的“两栖型”农民既守得住田地，又
走得出去实现创收。

“商贸型”农民——兴商当老板，创收不离乡。
林海镇盛产水稻、花生、瓜菜等农产品，并且是东北
地区较大的笤帚糜子集散地，一些农户借助这些资
源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地缘优势，开办了加工、收购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逐渐建立上档次、有规模、见
效益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区，形成“产供销”一条龙
的产业链，户均年收入10万元左右。

“经纪型”农民——营销在田间，化解销售
难。随着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林海镇的蔬
菜、畜禽等种植养殖业及农副产品不断丰富，一
部分农民经纪人随之涌现。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
和掌握的信息、资本以及较强的活动能力、独有
的供销渠道等，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

“货畅其流”的桥梁，在为广大农民销售产品带来
便捷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收入。

“科技型”农民——知识为武器，科技创收入。
在林海镇，农民深知要想富得快，首先富脑袋，只有
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才能促进农业发展。
因此，该镇农民注重农业技术学习和种植养殖科技
的掌握，积极与镇科技推广站专家联系沟通，通过
试验示范不断尝试新品种、新技术、新的栽培模式。
该镇近年引种的白院花9号和应用花生大陇双行膜
下滴灌、膜上播种技术，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效益，每公顷收益可增加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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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昊坤）通榆县乡村振兴动员部署大会召
开后，按照县委、县政府包保任务清单要求，通榆县总
工会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包保的向海蒙古族乡西艾力
村进行调研，实地踏查了解相关情况，助力乡村振兴。

维修改造村部，提升服务质量。针对西艾力村
村部年久失修、硬件设施老化、办公基础环境差等
一系列问题，他们现场办公并决定彻底修缮改造。
截至目前，共投资3万余元完成了村部室内外墙体
粉刷及村部屋顶彩钢瓦维修改造，对进出村部门口
的水泥地面及房屋门前的台阶重新维修，为村部小

会议室购买了桌椅，为村民办事大厅及村民活动室
分别安装了空调。同时组织工会干部对村部室内外
卫生进行彻底大扫除。如今的西艾力村村部焕然一
新，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有序，切实提升了村党组
织服务村民的能力。

打造“一屯一景”，彰显民族特色。为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通榆县总工会召开专门会议，依托西
艾力村村部院落积极打造“一屯一景”景观。投资
近5万元，建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景观。以蒙古包
为元素修建了凉亭，布置了民族特色物品摆件，绘

制了民族宣传彩画，整个建筑民族特色浓郁，为村
民提供了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干部入户排查，摸清农户情况。按照县委、县
政府下发的关于《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摸排整改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的任务要求，通榆县总工会安排部署包保干部
逐一入户排查，详细了解“两不愁三保障”各项基
本情况，同时对西艾力村的人口相关数据情况进行
彻底厘清，并将总工会制作的以乡村振兴为主题、
印有驻村第一书记等信息的挂历张贴到农户家的墙
上，既方便了农户了解包保部门驻村第一书记信
息，又宣传了乡村振兴相关政策。

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通榆县总工会全力助推西艾力村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通榆县总工会扎实开展乡村振兴包保帮扶工作

在工作中，大家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
圾，在垃圾分类全面普及的当下，你知道办
公室常见的垃圾都属于什么垃圾吗？

可回收垃圾
第一类介绍的，必然是大家在办公中最

易产生的垃圾，也是最容易分类的垃圾：废
弃的打印纸、文件、书本、报纸、纸箱、碎
纸屑等，将其投入可回收物垃圾桶即可。

大家办公中使用的各种文件夹、档案
盒、塑料笔筒、起钉器、订书机、剪刀、美
工刀、台历、公文包等也属于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还有平常使用的电脑、键盘、
鼠标、计算器、加湿器、风扇等电子产品。

另外，请不要忘记将喝完的矿泉水瓶、
饮料瓶等放入可回收垃圾桶。

其他垃圾
在办公中常用的圆珠笔、铅笔、橡皮、

尺子、印泥、透明胶、胶水、回形针、订书
针、便利贴都是其他垃圾。

还有我们认为有害的修正液、修正带、
一般的干电池都是其他垃圾，使用过的塑料
包装盒子、一次性餐盒等也属于其他垃圾。

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纸类垃圾都属于可
回收物，照片、复写纸、压敏纸、收据、餐
巾纸等受污染且无法再生的纸张都应丢放至
其他垃圾桶。

有害垃圾
请不要乱丢有害垃圾！有害垃圾会直接

或间接危害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请不要和
别的垃圾混装，投放到指定的有害垃圾桶。

请大家牢记哪些是办公中常见的有害垃
圾！打印机墨粉、充电电池、纽扣电池、废
旧灯管灯泡、硒鼓等。

易腐垃圾
在办公中，我们接触到的易腐垃圾主要

有茶渣、茶包、果皮、果核，绿植清理下的
枯枝落叶。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让我们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
护美丽家园！

垃圾分类科普小知识

推进垃圾分类

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地区大部分医疗
照护责任和公共卫生服务责任，是我国医
疗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力量。截至2020
年底，我国有70多万名乡村医生坚守在一
线。他们用专业和奉献守护着村民健康，
成为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时强调：“改善基层基础设施
条件，落实乡村医生待遇，提高基层防病
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队伍建设”“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
络”。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
法，也对乡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作出了
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措施，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乡村医疗卫
生的软硬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强基层”是医改的重要目标。近年
来，随着深化医改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
医生工作条件和待遇得到明显改善。许多
地方改造和建成了一大批标准化的村卫生
室，并统一配置了医疗器械和办公用品。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乡镇卫生院超
3.5万所，村卫生室近60.9万个。相比以前
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的工作环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地方大幅提高
了乡村医生的待遇水平，年迈的“赤脚医
生”有了社保，养老更有保障。工作条件

的改善，提高了乡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和
业务能力，有利于更好为广大农村居民提
供健康服务。

乡村医生是农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决定着农村公共医疗的服务水平和
质量。当前，在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
地区，乡村医生队伍存在着优质人才缺
乏、人才结构老化、服务水平低等问题。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需要在提升薪资
和福利待遇水平、完善职业规划和晋升机
制、健全培训机制提升业务能力等方面下
功夫。有数据表明，70 多万名乡村医生，
平均每人要为 600 多名村民提供健康服
务。尤其是在偏远山区，村民居住分散，
乡村医生上门服务往往要翻山越岭，费时
费力。强化制度保障，免除后顾之忧，才
能不断激发乡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更好
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应进一步拓宽
乡村医生职业发展前景。乡村医生是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的一部分，应给予他们更完善的
职业规划，让其工作更有奔头，岗位更有吸引
力。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支持县乡村医疗
卫生人员参加培训、进修，建立县乡村上下贯
通的职业发展机制”。随着医改的深化，县乡
村卫生“一体化”正在形成，乡村医生“乡聘村
用”越来越常见。乡村医生是县乡村三级医疗
卫生队伍的一部分。建立上下贯通的职业发
展机制，才能有更多突破职业“瓶颈”的机会。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培训机制，让乡
村医生能定期参加高水平的培训和进修，提
升临床能力和业务水平，从而更好满足基层
医疗卫生需求。

乡村医生是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
守护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面向未
来，随着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更加专业规
范，村民们的健康将更有保障，乡村振兴
的健康基石也将更为牢固。

（据《人民日报》）

通榆县将生态宜居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性工程，按照“以
点带面、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以
彻底拆除农村闲置房屋、废弃圈舍、残垣断壁、
鸡架狗窝以及乡直、镇直的临街“封闭子”为工
作重点，在全县农村大地上奏响了“以破求立、
以拆求美、拆建并举”的铿锵乐章。

新华镇采取领导包村、站所包屯，干部入户
动员、排查等分兵作战工作方式，以拆得彻底、拆
得干净、建得美丽为目标，做到不留一寸土墙头，
不留一处土圈舍，不落一户危险房，迅速掀起人居
环境整治高潮，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仅两天时间全镇就拆除土房39间、土仓房
237间、土圈舍83处，清理残墙断壁136处，拆

除工作积极稳妥推进。
向海蒙古族乡一手抓土房灭迹，一手抓环境

卫生整治，每天每屯参与清洁工作不低于 30
人，逐屯清理，整屯推进，迅速掀起了人居环境
整治热潮，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边昭镇结合当前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启动农
村危旧房屋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全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存在的残垣断壁、废弃圈舍较多的实际，
找准“穴位”精准发力，全力改善村容村貌，切实提
升人居环境质量，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截至目前，全县共扒拆主房6756间、仓房
14876 间、圈舍 5825 处、棚舍 1201处、厕所
390 处、残垣断壁 12604 处、临街“封闭子”
2402个，全县172个行政村已初显洁净新模样。

拆旧后的废弃物资如何实现再循环？闲置空
地如何实现再利用？该县秉承“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原则，由包保县领导牵头，包保部门具体
规划、设计、施工，不花钱或少花钱，进行“一
屯一景”建设。同时，实施见缝插绿，对村屯周
边的空地、土坑等做好丈量规划，以便后续实施
绿化美化工程。此外，该县还谋划制定了《通榆
县农村附属设施建设管理规范》，以制度形式切
断私搭乱建根源。

接下来，全县将集中力量抓好柴草垛堆放、
农户院内物品摆放等工作，在“十四五”期末，
实现16个乡镇172个行政村“人畜分离”的工作
目标，届时，全县的农村将是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留得住乡愁的宜居宜业宜游新农村。

通榆县：促振兴 谋发展 绘就美丽宜居新农村
●通宣

2016年，吉林省国土资源厅把总投资
1.41亿元的省级占补平衡重点项目落实到大
安市叉干镇民乐村。该项目对1000多公顷盐
碱地实施整治。如今，曾经的盐碱地，变成
了千顷良田，民乐村富了，农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了。

曲志良是土生土长的民乐村人，祖祖辈
辈都是农民，他对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情
结。他从未想过自己守着的那片土地，让曾
经收入仅够日常开销的他，会在城里给儿子
买两套楼房、给家里添置两台轿车。这一
切，都要从实施盐碱地土地整治后，他承包
的13公顷水田说起。

“到今年，我种了5年水稻了，第一年就
见到效益了，第二年纯收入20多万元，而且
年年收入都很好。看这长势，今年估计能收
入25万元左右。在没种水稻之前，我种的是
杂粮杂豆、苞米和高粱，改成水稻种植后，
收入逐年增加。”

过去的不毛之地，是盐碱地的真实写
照，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当地农业发
展，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最大障碍。清华
大学盐碱地改良产业化平台华清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科研专家们，以脱硫石膏改良专利
技术为核心，对这里的土地进行了改良，让

“碱巴拉”吃上“营养套餐”，将盐碱地变成
了聚宝盆。

“改良之前这块项目区的盐碱程度平均
pH值在9.5以上，改完以后当年pH值基本
上就降到了8以下，碱化度从27%降低到
15%以下，实现了春改春种，当年亩产基本
上每公顷都超过了9000斤。”清华大学盐碱
地区生态修复与固碳研究中心博士赵永敢说。

改良后，民乐村给项目区内农民每人分
1公顷水田，并一次性流转土地481公顷，
村集体收入1700万元。

如今的民乐村，一碧千里，稻谷飘香，
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家家户户盖上了大瓦
房，买上了农用车，到处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大安市的龙海片区
和小西北片区参与全域综合整治和西部大项
目的盐碱地改良，服务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
大安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真正做
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华清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隋春江规划下一步发展时
说。

不断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申少铁

强化制度保障，免除后顾之
忧，才能不断激发乡村医生的工
作积极性，更好满足农村居民日
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2021年气候异常，水稻插秧后气温偏低，秧
苗缓苗慢，分蘖推迟，低位蘖少，分蘖数低于常
年，低温还会引起抽穗期延迟。为了确保水稻高产
稳产，水稻进入成熟期，田间管理仍不能放松，尤
其是在此期间的持续降雨给水稻田间管理、收获带
来较大影响。现阶段田间管理重点是防止倒伏，晚
熟品种还要注意防止贪青晚熟。

水肥管理

合理灌溉，适时排水。在不影响水稻收割的前

提下，撤水越晚越好。一般收割前7-10天撤水，
以便收割。如果撤水过早，会影响籽粒灌浆，造成
空秕粒增多，千粒重下降，易早衰倒伏。要根据地
块的实际情况撤水，如果是低洼不易排水地块要提
早撤水，水淹田块及时开沟排水。对水稻生育期延
迟的田块，适时喷施叶面肥。

清除杂草

及时清除田间、田埂、灌水渠等周边杂草，有效
地减少明年的田间杂草基数，降低病虫害传染源。

降雨影响及灾后应对措施

水稻涝灾因降雨量、地势、品种、生育期、水
淹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不同程度的危
害。乳熟期：结实率下降，碎米增加。成熟期：出
现发芽穗，稻谷质量低劣。被淹田块一定要及时清
理田沟，排干田间积水，最大限度地降低田间湿
度，减少倒伏发生。已经发生倒伏的水稻，要根据
倒伏的轻重情况进行处理。倒伏程度轻的正常管理
即可。如果稻穗已经贴地，要让稻穗离开地面水
层，防止稻谷可能出芽或腐烂，严重影响产量。

适时收获

当90%以上籽粒黄熟，籽粒充实饱满坚硬时，
为最适收获期。对于倒伏后稻穗出现霉变或发芽的
田块，应和正常成熟水稻分开收获，避免影响稻谷质
量。采用烘干设备烘干的稻谷含水率23-25%时机
收；无烘干条件时，稻谷含水率15%左右时机收。

洮北区林海镇培育新型农民

踏上富民强镇新征程

水稻成熟期田间管理
●李晓光

昔日盐碱地 今日聚宝盆

●王长志 江其田

N 大地絮语

N 种植园地

为有效巩固脱为有效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贫攻坚成果，，全面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白白
城医学高等专科学城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大力扶持包保村校大力扶持包保村
大安市丰收镇新乐大安市丰收镇新乐
村村民发展庭院经村村民发展庭院经
济济。。初秋时节初秋时节，，该该
校教职工捐款扶持校教职工捐款扶持
包保户种植的万寿包保户种植的万寿
菊已竞相开放菊已竞相开放，，整整
村飘香村飘香，，不仅增加不仅增加
了农民收入了农民收入，，还让还让
村屯环境美起来村屯环境美起来、、
靓起来靓起来。。图为学校图为学校
领导领导 （（左一左一）） 向种向种
植户了解相关种植植户了解相关种植
情况情况。。

陈宝林陈宝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