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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雪极）今年以来，镇赉县科协
认真开展科普宣传，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助力经济发展。

健全组织网络，发挥科协组织桥梁和纽
带作用。他们在30个县直机关建立科协组织，
在镇赉经济开发区、成来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
科协组织，在乡（镇）、街道也建立了科协组
织。科协组织实现了县直机关、乡（镇）、街道、
经济开发区、企业全覆盖，为科学普及、技术
推广、科技咨询和培养人才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障。

搭建科普平台，科技、科普助力乡村振
兴。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高层次专家服务
行动，与省农科院建立长期帮扶机制，建立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群，省农科院专家、市县
农技专家、各乡（镇）科协组织成员、科技致富
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土专家”“田秀才”共
166人进群；农民把在农业种植、养殖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录成视频发入群中，专家及时回
复和解决；目前专家授课7场，推送新技术、新
项目、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及病虫害防治相
关信息36条，省专家回复解决农民种养殖难
题12个。为沿江镇、莫莫格蒙古族乡部分村屯
送去农业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普宣传
等各类手册1600余本，与农技专家深入部分
村屯，组织种植农户代表与农技专家进行座
谈，对农户提出的种植问题给予解答；组织农
技专家到田间地头、蔬菜大棚种植科普示范
基地为农户答疑解惑，并就后期的田间管理
进行技术指导。

坚持四个面向，开展科普宣传。他们面向
农村、面向企业、面向社区、面向学校，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以新技术、
新品种、新项目武装新型农民为主题，开展水肥一体化、稻渔综合种
养、花生种植田间管理要点等种养殖实用技术的“科普惠农科技兴
农”科普宣传线上线下活动。为莫莫格、大屯等乡镇农民发放《农业种
植技术》《农业病虫害防治》《科普中国》宣传折页等科普宣传手册
2000余册。

镇赉县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因其位于
城南而得名“南湖”。该公园既有湖泊、
沼泽，又有草甸、草原，还有森林（园林
绿化），具有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
物物种。占地面积500多公顷，设有宣教
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是一
个集生态保护、科普宣传、公众教育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湖泊类公益性国家湿地公
园。

漫步木栈道上，放眼望去，树嵌翡
翠，花草掩径，水光潋滟，鸥鸟翩飞，
苇拥绿浪，仿若置身悠悠画卷，美不胜
收。人们来到这里充分感受湖水碧波荡
漾，静赏风起涟漪，目之所及皆是碧
绿。真正是一步一风景、一景一陶然，
置身其中，足以让一天生活带来的疲倦
之意得以释然。

今年，公园新添景区——天鹅岛，成
了众人喜欢的网红打卡好去处。天鹅岛

景区由心形隧道、中央雕塑、爱情照相
馆、风车、蒲公英氛围灯、栈道花环等
组成，设计面积6800平方米。该区域充
分利用吉林镇赉环城湿地公园的自然资
源和景观资源，发挥镇赉县中国白鹤之
乡的优势，打造以环城国家湿地公园为
生态基底，以主题游览为线，集婚纱摄
影、网红打卡、市民休闲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镇赉县地标性景观。天鹅岛的独特
创意和别致造型吸引着人们纷纷前来驻
足留念。

城市的湿地公园功能显著，既可以维
护城市生态平衡，还具有保持水土、保
护生物、调节区域小气候等作用，在为人
们提供理想休闲场所的同时，也让人们实
实在在感受到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幸福
感、获得感。

图①湿地美景。
图②南湖夜景。

在镇赉县镇赉镇哈拉本召村，有一个种了30
多年庄稼却从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别人依靠传
统方式种植玉米时，他就琢磨着特色种植，听收音
机、看电视、买科技书籍，研究大地扣膜种植蔬
菜、瓜果等高效农业。他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庄稼
汉——宓学忠。

在哈拉本召村路边，宓学忠经营着一个远近
闻名的采摘园，园内的果蔬大棚每年三四月份就

开园迎客，从城里来采摘草莓和蔬菜的人络绎不
绝。尽管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可对他家果蔬销售造
成的影响并不大，果蔬大棚可是这几年帮助他脱
贫致富立下了“头等功”。

老宓的儿子宓少博，只要是放假就在大棚里
忙碌着。20岁的宓少博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智慧
农业专业大一学生。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老宓以
几分之差与农业大学擦肩而过，成为他一生的遗

憾，那时候人们管他叫“大学漏子”。为了发展
特色农业，他报考了函授大学，不断丰富自己的
农业科技知识、提高致富本领。1995年后，他相
继到北京林科院、沈阳农大、吉林农大等高校考
察学习。然而，未能真正走进大学殿堂，依旧是
他的“心病”。因此，他希望儿子能完成自己的
心愿，实现他的大学梦、成为他创业梦路上的接
班人。

宓学忠的爱人说：“这一年，爷俩常钻进大棚
里、坐在电脑前低声嘀咕，肯定是在秘密研究一些
事情呢！问了几次，他们也不言语。”其实，老宓和
小宓的秘密，就是一起探讨产业升级的话题，他们
决心在这个采摘园的有限空间里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这样不仅小宓能够学以致用，老宓又可以尽情
的施展拳脚、大干一场。

说起来，老宓是个有故事的人，幸福生活也是
来之不易。哈拉本召村曾是贫困村，而宓学忠家是
贫困户，仅依靠不到一公顷地的玉米种植谋生，收
入不高，难以满足两个孩子上学支出，生活实在拮
据。多年来，他不停学习、摸索，还尝试过种植黄菇

娘、“姜不辣”等多个品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但
各种作物都有独特的种植管理要求，加之对接市
场等诸多难题，多次以失败告终。

2015年，宓学忠家成为镇赉县建档立卡精准
扶贫对象。包保哈拉本召村的镇赉县卫健局组成
的驻村工作队，听村干部说老宓是一个爱琢磨、想
干大事儿的人，队员们就常到家里走访，并帮他出
谋划策。2017年，宓学忠种植一棚西红柿，收入1
万多元。初战告捷，他信心倍增，明白了只有规模
生产才能在市场上立足。老宓还热心地把成熟的
种植技术传授给左邻右舍，认真管护好自家棚苗
的同时为其他人提供科技管理知识。纪春华、邢树
发等7户村民在他的热情相助下，也陆续发展大棚
种植，靠西红柿种植这一项就增收近万元。

2018年年初，驻村工作队借助发展乡村旅游
的契机，鼓励他发展“有机果蔬采摘园”增加种植
项目。村干部给他联系好有机肥料，帮他引荐客
户。宓学忠在原有一栋西红柿大棚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一栋草莓大棚，并大胆试种植长果桑树、大樱
桃等果树；还在承包地栽植了700平方米紫叶白

菜、1700株西蓝花，并分梯次种植了几亩黏玉米。
老宓的果蔬大棚开园后就旗开得胜，驻村干部和
乡村干部通过多渠道的网络社交平台帮助老宓宣
传推介，老宓在短时间迅速“走红”。由于他家的草
莓、西红柿不施用化肥、农药，所以口感特别纯正
而颇受青睐，来游玩、采摘的人与日俱增。老宓侍
弄各种果蔬独到而精心，采摘期能达到百余天。
2019年以来，宓学忠的采摘园仅草莓和西红柿就
能实现年收入5万多元。如今，他更是借助着全县
旅游发展的东风，决心做大做强采摘产业，从传统
种植业向精细化种植发展要效益。老宓还要求儿
子必须在大学期间，掌握好智慧农业之根本，为将
来发展高效农业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当下，采摘园的草莓大棚里处于休耕养地阶
段。如果接着种柿子还可以多收入1万多，但是老
宓说，为了不影响来年种植草莓的品质，他决定什
么也不种植，就是好好的养地。另外一栋大棚里，
柿子正值丰产期，果实挂满秧，红柿子“红靓女”、
白柿子白玉、绿柿子绿珠和青蜜长势很旺。果实挂
秧时间长，甜度逐步增高，一个月都不会破裂或者
掉果。听说老宓种植的有机草莓和柿子全程无农
药，7天一次为草莓喷洒牛奶，采摘园声名远播。除
了本地销售外，还远销到北京、南京等地。

前不久，东北农业大学的一名教授，还带领域
外采摘园工作人员，前来向老宓“取经”。这些年，
老宓不仅自己脱贫了，还帮助村民共同脱贫致富。
他，声名远扬；采摘园，远近闻名。2018年老宓被评
为“吉林好人”、2019年被评为“吉林省文明标兵”，
采摘园也一天天成为“网红打卡地”。

图为老宓父子在果蔬大棚喜看丰收景。
王岩摄

老宓和小宓的“秘密”
●田宏

● 简 明 镇 赉 ●

本报讯（韩旭然）年初以来，镇赉县医保
局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
实把党史学习教育的丰硕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
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和幸福感。

开展医保托底保障报销项目。他们落实
“四个不摘”原则，保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的发生，积极开展医保托底保障报销工
作。截至6月末，共计为5835人次住院建档
立卡脱贫人口报销488.76万元、为13237人
次普通门诊慢病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报销20.10
万元、为特殊疾病建档立卡脱贫人口6920人
次报销20.10万元。切实让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享受到医保惠民政策，并有效防止了建档立

卡脱贫人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
发展庭院经济，绿化美化村屯。春季，

他们为所包保的五棵树镇徐家村198户农户购
买了120公斤粘玉米种子并发放到农户手中，
帮助他们发展庭院经济；购买了800株果树
苗，绿化美化村屯两侧道路。以此拓宽了农
民增收渠道、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

落实晒单工程。近日，该局领导班子成
员到镇赉镇庆安社区落实“暖心晒单工
程”、兑现“微心愿”，为困难群众送去米、
面和电风扇。在活动中，还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情况，了解他们面临
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鼓足信心，把温暖和关爱真正送到了群
众身边。

本报讯 （田荣 马卓） 为
美化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
兴，近日，镇赉县公安局交通
巡逻警察大队，组织20余名
民警和辅警深入到镇赉镇麻子
村，开展“改善人居环境 提
升幸福指数”的劳动实践活
动，帮助村民整理村屯和庭院
卫生。

他们始终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主
线，紧紧围绕“生态优先与美
丽镇赉建设相结合”的目
标，积极深入乡村，用实际
行动帮助群众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活
动中，民警、辅警们和村民
并肩劳动，帮助村民整理村屯

道路周边垃圾10余吨、清理5
个绿化区域的杂物和杂草，帮
助3户老弱病残农户打扫庭院
卫生、清洁室内卫生。擦玻
璃、扫禽舍、清庭院……他们
在烈日下辛勤劳动，不仅给美
丽乡村披上了亮丽的新装，还
巩固了警民关系，加深了警民
鱼水情。

“真甜啊！快，大家都尝尝。”日前，镇赉
县东屏镇白音河村村民彭海忠吃到了自己种植
的黄菇娘，非常兴奋。项目专家、市农科院研
究员陈淑君看着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为
他感到开心。

白音河村过去是贫困村，市农科院和市文
联的驻村工作队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年，白音河
村整村脱贫后，工作队则继续开展乡村振兴工
作。工作队在摸清群众需求上下实功，在科技
帮扶和文化帮扶上用实招，驻村第一书记毕洪
涛不仅是农业专家，也是村里的“坐堂医生”。
他介绍说:“今年春季，市农科院给白音河村黄
菇娘项目投入了9万元，我们在5家农户庭院里
试种了4亩黄菇娘，地膜、种子、肥料都由院里
提供，现在看长势良好，初步估算收获时每亩
纯收入能达到3500元。盐碱地里种出了黄菇
娘，既是乡村振兴的帮扶新亮点，也是科研成
果的成功落地。”

村党组织书记侯志军说：“这两家包保单位
这些年给村里投入了70余万元，还把科技和文
化带到村里，改变了白音河的面貌。如今，环
境变美了，家家都通水泥路，处处花红柳绿，
村民的日子好了，笑容也多了，工作队这些年
没少挨累，付出得太多了。”

7月中旬，市文联和市农科院的领导、专家
齐聚白音河村，与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代表
座谈，研究制定新的帮扶规划。市文联领导向
村民代表征求意见：“在脱贫攻坚的 5年里，
我们把演出送到田间地头、把影展办在村委
会，把春联送到老百姓家里，让广大村民精神
头足、干劲足。在乡村振兴阶段，我们还要继
续把新的文化精神食粮送到村里，请大家说一
说需求，我们共同努力，让白音河村经济文化

双丰收。”
3年前，村“两委”及包保部门向镇赉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争

取确立了水田开发扶贫项目，在白音河村的盐碱地种水稻。市农科院的专家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实时指导，现如今这200公顷水稻绿意盎然，随风起
舞。在村里，农科院帮扶种植的李子、葡萄也挂满了果实，毕洪涛经常到葡
萄园去指导，期待秋季有个好收成。

据了解，几年来，市农科院、市文联给村里送来了技术、送来了文化，
小鸡雏、果树苗、唱大戏、办影展……依托科技和文化资源，他们努力当好
技术、文化的传授者，当好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建设的引路人，当好群众的
贴心人。

□今年以来，镇赉县农机管理总站组织农机技术员组成6
支农机技术服务队，开展送农机科技下乡、送科技入户等活
动，深入田间地头做好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机械深松、农机具
维修保养等技术的示范指导。在全县共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
120万亩，安装远程电子监测设备774台，保护性耕作专用免
耕播种机推广量达到了1000台。 (王敬锋）

□近日，镇赉县政协围绕“三双一旅”产业发展战略，开
展调研视察活动。县政协先后组织相关委员到该县的成来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天一粮贸等部分委员企业及万宝山
国家草原公园、南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情况等进行视察，听取
相关负责人现场介绍。在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委员围绕相关工
作提出意见建议，并形成了调研报告。 (刘文博）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乌
兰召村驻村第一书记林夕梦和队员经过排查走访，全面掌握脱
贫户和常住一般户情况，充分了解全村农户个人意愿后，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对全村253户农户进行帮扶，
为他们免费发放价值1.7万元的鸡苗4860只，实现了脱贫户和
常住一般户帮扶全覆盖。 （刘宇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百日行动”会议精神，自7月22日起，镇赉县公安局交通巡
逻警察大队组织民警和辅警，开展了第3次打击酒醉驾夜检夜
查集中统一行动，取得良好成效，给交通违法者敲响警钟，形
成强大的震慑力。 （张凯华）

□近日，镇赉县卫健局组织县人民医院医生深入镇赉县沿
江镇前少力村开展“乡村巡回义诊”活动。义诊医疗队由心内科、
外科等科室的9名医生组成，他们携带彩超机、血糖仪等医疗设
备及药品，为村民免费做检查，现场共诊治患者40余人次、接待
咨询患者百余名，免费发放药品3000余元。义诊中，他们还对行
动不便、家庭比较困难的老人开展上门免费量血压、查血糖、检
查身体和疾病诊断等医疗服务，并提出治疗建议。 （丁玉杰）

航拍镇赉南湖航拍镇赉南湖———赴一场环城绕水的湿地之约—赴一场环城绕水的湿地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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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赉县医疗保障局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改善人居环境 共建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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