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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底下，农民们都在忙些
什么、想些什么？记者走进农家，
看到的是一幅幅致富奔小康的火
热场面，收入眼底的是一幕幕欢
乐庆丰收的喜庆镜头。

田园雅兴：绽放在村
头的诗情

“小院堆成金玉垛，心窃喜，
鼓包囊。鸡鸣报晓露霞光，宰肥
羊，唤新郎。菊绽东篱，今日定呈
祥。摆宴搭棚宾客至，千盏酒，
祝情长。”2月 7日，骤然降温。
伊通县伊通镇农民商万有家里
热气腾腾，格外热闹，一场诗友
会正在进行……

“依山傍水小楼新，油路宽平
铺进村。雨顺风调年景好，农民
富裕谢党恩。”商万有端起一杯冒
着热气的茶水，喝了一口，略作思
索，现场作了一首。

一阵掌声之后，王力田的作
品“出炉”了：“山村腊月绽梅香，
科技争春引凤凰。致富门庭唱新
曲，农闲老汉读书忙。”

村民老刘往火炕中间挪了
挪，喝了口热茶说：“行啊，都是
文化人儿，一会叫嫂子上杯酒，
我也来首打油诗……”屋子里一
片笑声。

商万有是种植百合的大户，
因为喜爱诗歌，就组织这些志同

道合的老哥们儿办了一个诗
社。商万有说，以前农闲时，大
家聚在一起打麻将，现在有诗社
了，一有空儿，大家就张罗着作
首诗乐呵乐呵。这几年农村政
策好，农村的变化太大了，村里
的物质条件、村民的精神面貌都
有了很大变化。

2014年9月，为了反映农村
的新变化，商万有和诗社的诗友们
以歌颂家乡、歌颂新农村建设为主
题合出了一本诗集《乡韵》。

省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几年我省实
施新农村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
程，启动了10个整体推进县，建
设了2400个示范村，伊通镇的建
国村、五四村、庆德村等都是示范
村。农村生产发展了，生活也宽
裕了许多，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村民的精神生活也丰
富了。”

“这几年农村的变化特别大，
喜欢诗词的村民也渐渐多了，我
们诗词协会经常搞这方面的培
训。去年12月30日，我们还去大
孤山镇刘家村办了一个公益的学
习班，20多位村民来学写诗呢。”
商万有说。

“写几首诗算啥，我们还自
己作词作曲，编了一首歌呢。老
万，你把咱们那首《歌唱伊通新

农村》唱给大家听听。”老刘说
着，自己先高声唱起来：“美丽的
村庄花园一样，引来城里人羡慕
的目光……”

指尖风情：“溜达鸡”
迷上做电商

这个冬天，是杨兴武最忙的
一个冬天。

2月7日一大早，伊通县营城
子镇的老李、爱民乡的老赵就推
开了杨兴武家的门。“我已经跟孵
鸡雏的人说好了，今年因为用量
大，所以手工费只收一块五一
个。”老李抄起手，眼睛眯成了一
条缝。“今早又接了3个订货的电
话，对方一张嘴就要1000只溜达
鸡，咱们3家凑，也凑不上这个数
啊！可惜这个大客户了。”老赵皱
着眉头说，自从咱们的溜达鸡上
了“指尖上的财富”电商平台后，
订货的人多了，但咱们手里没货
是个大问题。

记者进门时，3个人正唠得热
火朝天。杨兴武打开电脑，点开

“指尖上的财富”电商平台，小笨
鸡的图片、简介、电话等就跳出页
面。“我也是刚学的，白天干活，晚
上晚睡一会儿学习电商平台知
识，我感觉这个太厉害了，坐在家
里就能卖货。这个学好了，将来
能挣大钱。”杨兴武说。

杨兴武是伊通县大孤山镇大
榆树村村民，近几年，每年都养
1000只溜达鸡。今年1月25日，
伊通县委、县政府开启绿色农产品
推介暨“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和“指尖上的财富”电商平台。第
二天，杨兴武就接到了订单电话。

“网上来的订单还不小呢，有
的订50只，有的一下订200只。”
老李说。2014年末，3个人开始发
动更多的村民，成立一个50多人
的养殖合作社，一起养殖溜达鸡。
1月28日，他们正式拿到了“连丰
润泽”合作社的执照。

杨兴武说，这个冬天，他和老
李、老赵都在增加养殖数量，争取
3家都达到10000只，并且他们
正在和长春一家企业谈合作，给
每只鸡打上“耳标”，在网上可以
直接看到鸡饲养、生长情况。“这
个冬天，我们得把关于电商平台
的一些基本操作都学会，一是会
买会卖，二是研究如何让这些小
鸡在电商平台卖得更好……”

温室春光：养花老哥
们抱团闯市场

在伊通镇建国村找到李瑞杰
时，他正在温室大棚里给君子兰
喷水。外面天寒地冻，大棚里君
子兰傲然怒放，花蕾挺立在一层
层的兰叶间，像骄傲的公主亭亭

玉立，又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
帅霸气十足。置身花海，已忘却
季节。“快进来，杭州花卉市场要
货急，我就只能在这花棚里招待
你们了。这手里的活不敢停啊。”
李瑞杰喷完水，就把挑选好的君
子兰一盆盆倒出来，把泥土去掉，
装进包装箱。“杭州今天又订了
260株，装好箱就给他们空运过
去，3个小时后，就能送到花卉市
场。”李瑞杰说，这个季节是君子
兰卖得最贵最好的时候，也是他最
忙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钟他就
要来烧炉子、卷棉被，观察君子兰
是不是需要喷水。如果有订花的，
这一天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李瑞杰家有6栋大棚，每栋
大棚平均养君子兰1万多株，一
株4年到5年生的君子兰能卖到
80元左右。他从2001年开始养
君子兰，到2008年联合9个村民
成立合作社。目前，他的合作社
已经有30多人，共经营36栋温室
大棚。合作社统一采购、统一销
售、集体定期到外地学习。“我们
统一采购以后成本能降低30%左
右，而统一销售后，我们也提高了
市场谈判的地位和成交几率，解
决了一家一户闯市场的难度。”李
瑞杰说，等过了年前最忙的时段，
30户社员每家要出一名代表，组
团到外地学习经验。“对我们来
说，学习非常重要，不能闭着眼
睛在家养花，得知道市场上有什
么新品种，什么品种卖得好。学
习国家政策也十分重要，前几天
镇里组织学习，我们每户都去人
了。”李瑞杰说。

这个欢腾的冬日里，冰封
的黑土地正在沉睡中酝酿春的
气息。

欢 腾 的 冬 天
本报记者 孙翠翠

快过年了，比起打雪仗、堆雪人，省孤儿
学校的孩子们期待着更刺激的冰雪游戏。2
月12日，他们的心愿实现了，长春市净月潭景
区邀请他们免费游园，参观“雪世界”，体验越
野滑雪。

能去净月潭玩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好多
孩子兴奋得头天晚上都没睡好。“我还从没在
冬天去过净月潭呢，那里肯定有很多好玩儿
的。”早7点，12岁的王旭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
来，迅速穿上厚厚的棉服，蹬上棉靴，迫不及待
地等待出发。此时此刻，来自长春市公交集团
郊线公司的两辆爱心巴士早已守候在食堂门
口，只等着孩子们吃完早饭就出发。

白雪弥漫的森林是净月潭景区里一道动人
的风景线。车子沿着环潭公路一路行驶，很快
来到了净月潭的“雪世界”。“快看！里面有冰场，
还有雪滑梯！”孩子们开心地睁大了眼睛。

冲进冰场，王旭直接跨上一辆“雪地小摩
托”，两脚使劲一蹬地，“摩托车”就载着他在冰
上打起了“出溜滑”。除了“小摩托”，游乐场里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雪爬犁”、“冰上碰碰车”，
让孩子们过足了瘾。“简直太刺激了！”申雨鑫
从雪滑梯上飞快地滑了下来，一个起身没站
稳，直接摔了个“大屁墩儿”。顾不上拍去身上
的雪花，这个小女孩又拖着大雪圈跑回起点，
还要再玩儿一把。

和贪玩儿的小孩子们相比，大孩子更喜欢
眼前这个用雪雕塑的童话世界。“雪天使”、“小
企鹅”、“猫头鹰”，它们被雕刻得栩栩如生。

“雪城堡”足有三层楼那么高，驻足在宏伟的城
堡下，一个大男孩掏出手机定格美好的画面。
他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这也是最后一次留校
过年，他珍惜地说：“我怀念在学校学习生活的
每一天，老师同学就是我的家人，他们让我在
爱中成长。”

玩罢“雪世界”，意犹未尽的孩子们又转
战滑雪场。他们的笑声让今天的冰雪大世界
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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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孤儿学校的孩子们在快乐地体验长春净月潭的“雪世界”。 本报记者 金姝 摄

本报讯（李文洁）2014年，珲春市坚持
“项目立市、项目强市、项目富民”的发展战
略不动摇，积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推动产
业结构变优，发展模式变绿。

重大项目发力，启动产业发展强大引
擎。2014年，珲春全年实施180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1003亿元，当年到位资金140亿
元。10亿元以上项目20个，5亿元以上项
目17个，亿元以上项目91个。其中，续建
项目65个，新建项目67个，重点推进项目
48个，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新高。盛通建
材、兴阳水产、曙光金铜矿废石综合利用等
亿元以上项目投产运营；多金属综合回收、
欧标低温冷库二期、国际边贸城一期等项目
主体完工；国际物流园区、中国城、国际货运
枢纽站等项目建设正在加紧实施；浦项现代
国际物流园区二期启动建设；通用机场及航
空产业园项目开展园区规划设计；全面启动
俄罗斯苏玛集团物流中心前期工作，中俄共
建海港战略进入实质阶段；成功引进雅戈尔
国际服装城、中勘石油吉林公司和天亿基金
总部经济等重大项目。

大项目、好项目的推进，壮大了有色
金属、海产品、纺织服装、新型建材、商贸
物流、旅游休闲等产业力量，推进了工业
产业集群式发展、新型工业产业规模化
发展。

基础设施项目助力 ，城市功能更加完
善。2014年，珲春市交通、水利等大批基
础设施项目集中上马。前所未有的基础设
施建设热潮，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提高
城市品位，提升经济发展的承载力。交通
项目亮点纷呈。省道珲春至荒沟边防公路

建设项目、G302国道（珲春段）维修改造项
目、森林山大桥建设项目、珲春河南河堤路
建设项目、G302国道西炮台至朝阳隧道路
面维修改造项目等建成通车；珲春国际货
运枢纽站项目完成海关监管用房主体工程
和6个库房钢架安装；珲春至江密峰高速
公路延长线西炮台至长岭子（口岸）段建设
项目正在进行路基和桥梁基础建设。总投
资38亿元的珲春河综合治理工程，疏浚河
道9.1 公里、绿化32万平方米、整理土地
1009公顷。总投资2.5亿元的车大人沟河
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全部完工。投入3.8
亿元实施城市功能设施建设，净水厂正式
启用，“三馆一中心”进入装修阶段，人民体
育场主体框架完工，投入1.7亿元新建换热
站5座、铺设改造供水供热和燃气管网89
公里。

民生项目给力，百姓幸福指数提升。
项目为经济“撑腰”，也为民生“送暖”。

2014 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民生
项目占据重要位置。众多交通、水利、供
热和燃气管网改造、绿化美化亮化等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工建设，在完善城
市功能的同时，将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
的便利。去年，一批惠及民生的社会事
业项目顺利推进。长春光华大学东北亚
国际学院一期封顶，新建二高中主体封
闭，9 座中小学校舍建成启用。总投资
2.2亿元的市医院综合门诊楼、社会养老
服务中心开工建设。投入 1.2 亿元建成
烈士陵园、景山公墓一期，乡镇福利院、
农村幸福大院、社区居家养老中心投入
使用。

结构变优 模式变绿

珲春项目建设助经济惠民生

寒冬腊月，正是磐石市红旗岭镇都力
河村草莓收获的季节。远远望去，皑皑白
雪间，一栋栋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像一块块
巨大的太阳能板，吸吮着温暖的阳光；走上
村路，“出售牛奶草莓”、“买草莓进棚摘”等
条幅风中舞动，招呼着八方来客；置身棚
中，绿叶、白花、红果加上弥漫开来的沁人
果香，构成了一幅袖珍版的春光美景图。

听正在采摘的村民李大姐说，进入腊
月，每天来买草莓的人都“挤爆了棚”。然
而，在9年前，该村许多农民连草莓是什么
味儿都没尝过。谈到变化，乡亲们异口同
声，纷纷感谢他们的“草莓支书”韩永发。

现年58岁的都力河村党支部书记韩
永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里人均耕
地不足2亩，过去，乡亲们靠在大田里“刨”
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心有不甘的韩永
发，决心要闯出一条致富路。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
后，都力河村对村民发包蔬菜大棚，韩永发
不顾家人的反对，与袁东山等3户村民做
了第一批承包户。经过努力，韩永发利用
大棚种植的生菜、茼蒿、小白菜等蔬菜一年
可收获三季。看到韩永发赚了钱，村民们
也效仿着他种起了大棚蔬菜。

1992 年，韩永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在他的带领下，都力河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蔬菜村，村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初次尝到大棚种植蔬菜的甜头，韩永
发没有止步。2006年春节，他听说回家
过年的村民于正生在辽宁省靠种草莓发
了家，便打起了种草莓的主意。正月过
后，韩永发到辽宁庄河大棚草莓主产地
进行实地考察，并四处拜师学艺。回来
后，他果断在大棚里换上了一顺水的草
莓。可是等到草莓熟了，韩永发却高兴不
起来——红红的草莓一点都不甜。“一定
是土壤营养不够。”于是他又是施“锅底
油”、又是埋“稻草灰”……鼓捣出不少招
法，但效果都不够理想。

在一次喝牛奶时，他突发奇想：“人体
能够吸收牛奶，植物兴许也能吸收牛奶的
营养吧？”敢想敢干的韩永发，有了这一想

法，立马就去付诸实践。他圈出了一块实
验田，试着在给草莓浇水时按比例掺入一
定量的牛奶。一段时间后，奇迹出现了，浇
过牛奶的草莓秧开始散发出浓郁的果香，
果实变得个大多汁、香甜可口。“牛奶草莓”
上市后，独特的口感受到了广泛欢迎，价格
是普通草莓的好几倍。韩永发回忆说：“那
一年，我卖草莓的收入超过了10万元，比
种菜强出许多。”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不够，韩永
发的目标是要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领
头羊”。那阵子，韩永发有意“显摆”，走到
哪儿都不忘游说种草莓的好处。一次，韩
永发卖完草莓拎着个空土篮子回村，正好
遇见开着手扶拖拉机的同村村民李忠兴。
这天，李忠兴心情特别好，因为拉到市场上
的100公斤鲜鱼全都卖光了。“韩支书，你
今天卖了多少钱呀？”李忠兴问。“不多，20

多公斤，卖了900多元。”韩永发答。李忠
兴一听就傻眼了，自己一车鱼还没韩永发
的一土篮草莓挣得多。打那以后，李忠兴
也扣大棚种起了草莓。

和当年带领乡亲们种植棚膜蔬菜致富
一样，韩永发又无私地将“牛奶草莓”的种
植技术传授给了大家，使种植草莓的农户
越来越多，许多周边村屯的农民也都向他
讨要“牛奶草莓”的种植“秘诀”。

为了带动更多的农户，同时也为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在红旗岭镇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韩永发和“两委”班子规划整合出
112.5亩机动地，扣大棚建草莓园，然后再
租赁给农户种植草莓。由韩永发牵头成立
的红旗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会员统
一提供种苗和技术，并注册了“鸿新禾”商
标商识，全面实行规范化、标准化和无公害
化种植。目前，合作社拥有温室大棚50多
栋，温室草莓种植面积达到11万多平方
米，年产量超过260吨，发展会员近200
户，人均纯收入1.5万多元。村集体也有了
可观的租金收益。

“ 草 莓 支 书 ”
本报记者 毛东风

最美基层干部

2月10日早八时，室外气温零下21摄
氏度，白山市浑江区通江社区主任刘相琴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

“我们分三个小队，分别去送春联、清
理小广告和走访慰问贫困户。马上过年
了，这是我们志愿者马年最后一次集体活
动了。”刘相琴留着短头发，雷厉风行地分
配任务后，带领大伙在寒风中出发了。“我
们先去小张琦家吧，春联、年画都带着，小
王、小衣，你们把米面油拎着。”女孩张琦
身患红斑狼疮，家里的钱全都用于治病了，
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一边走，刘相琴一边
为志愿者们介绍小张琦的情况。“大家都在
关心张琦，社区的单位和个人都奉献了不
少爱心，前两天市商务局的志愿者和区移
民局党员都来看望她了。”

正说着，刘相琴的电话响了起来，接完
电话她说：“小衣，你领大家去吧。市里要来
看咱们的‘白山好人’困难户王瑞兰，我得回
社区介绍情况。”说完，急匆匆往回走。80
多岁的老党员王瑞兰是节俭养德“白山好
人”，孙女脑瘫、儿媳妇有病，即使家庭困难，

老太太还坚持交党费、献爱心。刘相琴说：
“市里重视，明年咱们的‘好人’报送评选力
度还要加大，有许多人虽然做的是小事，坚
持时间长了就是大好事，咱们一定要好好挖
掘一下，积极组织参评。”

送走市里来人已是大中午，刘相琴还
没顾上喝口水，又把社区委员叫过来。“大
家再统计一下，年关到了，谁的辖区还有贫
困户，还没走到的，你们都统计下来，务必
在年前走访慰问到位。”翻开记事本，她一
边往本上记东西一边说，“我们属于老旧小
区，老人多、贫困户相对较多，一定要了解
到户。”

过年了，安全是大事。“老李啊，孙女
来了吧，注意安全，别让小孩子玩液化
气。”为确保节日平安，刘相琴下午又紧急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在老年活动中心广场
开展了安全用气知识宣传。“大家听着，一
定要购买质量和安全性能良好的灶具和
热水器，严禁私拉乱接；不准家中小孩玩
火；不准先开气后点火。祝愿大家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新年。”

社 区 主 任 的 一 天
王立

强化春运治安防控
本报讯（赵武军 齐晋 记者袁松年）

春运期间，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良好治
安环境，四平东站派出所强化站区治安
管理，截至目前，查获危险品65件，查获
倒票、持假证购票、涉毒等违法犯罪人员
13人，均被行政拘留。

时刻备战保安全
本报讯(张鉴华)近日,公主岭车站派

出所联合公主岭市公安局地铁联动，开展
了一次突发事件处置演练，有效提高了路
地联勤联动处置能力，为春运出行旅客保
驾护航。

走访慰问退休职工
本报讯（吴伟)近日，珲春市供电公司

领导班子带着全体员工的关怀和祝愿，走
访慰问了公司部分退休职工，并送上了新
春的祝福、礼品和慰问金。

查缴被盗“年货”
本报讯（姜建龙）大安市公安局安广

派出所在开展治安巡逻防控工作中打掉
一现行入室盗窃犯罪团伙，抓获3名犯罪
嫌疑人，当场查缴大量活鸡、鱼、猪肉、驴
肉、海鲜等群众被盗“年货”。

联合安检保平安
本报讯(杨哲)近日，四平消防伊通大

队联合安监局对县区内医院、超市等人员
密集型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强化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最大限
度消除火灾隐患。

落实防火制度
本报讯（夏建革）通化市二道江区公

安局户政管理大队督促落实防火制度，坚
持勤宣传、勤检查、勤指导、勤落实、勤联

系，向所辖单位发放安全宣传单，主动服
务各单位的防火工作，日前共发现安全隐
患5处。

组织参观学习
本报讯（谢明达）近日，武警延边州支

队龙井市中队组织官兵到延边博物馆参
观学习，回顾和了解抗日战争历史，激发
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提高带富能力
本报讯（杜兴武 孙尚瑜）为进一步增

强村干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本领，促进
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近日，集安市花
甸镇对全镇16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专
题培训。

春节来临之际，延吉市公安局新兴派
出所社区民警带着大米、豆油等生活必需
品来到当地居民车京玉家中。车京玉是
新兴派出所包保贫困户，一家人都身患残
疾，民警们经常到她家走访，帮助解决生
活困难。 王立伟 李云龙 摄

2 月 11 日下午，梨树县白山乡
组织各村文化大院的骨干到乡福
利 院 慰 问 孤 寡 老 人 ，现 场 为 老 人
写 春 联 、演 节 目 、送 慰 问 品 。 瞧 ，
文艺骨干们在门前为老人扭起了
大秧歌。 本报记者 韩金祥 摄

本报2月12讯（记者王焕照）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二道区经济工作暨幸福二道建设
大会上获悉，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二道区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重点突破，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去年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8.1%、12.8%和12.4%；全口径财政
收入和本级财政收入分别增长9.5%、6.3%。

去年，二道区项目建设实现提质增效。
一批重大项目，如上东国际、金色东方、长春
电商快递产业园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等一批总部经济
企业落户二道，欧亚长新购物中心对外营
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

全域城市化步伐加快。以基础设施配
套为重点的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主城区内一

批新建续建道路实现通车，英俊镇路、水、
电、气、热等配套管网全面实施，城市承载能
力有效提升。

18大类52项民生实事扎实开展。“老
旧散”小区改造、农民新居回迁、千米社区、
标准化就业服务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工作成效突出。

在改革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全力推进
政府机构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104项改革
任务，在全市城区中第一家独立设置政府法
制办公室；在破解融资难题上取得新突破。
组建了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平台，仅两个多月
就为9家企业融资贷款5300万元；在依法
推进用地征收上取得新突破。该区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成功列入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
机构名录。

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发展后劲显著增强

长春二道区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