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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小米哥”叫常恕清，可在当地，

很多人只知“小米哥”而不识常恕清。

上网搜索，令人惊讶的是，“小

米哥”不单是合作社的理事长、高级

农技师，还是吉林市打牲乌拉皇室

贡品加工技艺传承人。此外，他还

是吉林市作家协会会员，笔名“谷子

地”，他在网络上发表的一篇篇洋溢

着乡土气息的诗歌散文，获赞无数。

这样神秘的“小米哥”，备春耕

都干什么呢？

3月4日，记者走进吉林市龙潭

区乌拉街满族镇杨屯村，“小米哥”

的家。

这是一座宽敞的农家院落，坐

北朝南的砖瓦房时尚大气，院子一

角摆放着一盘石磨，磨磙光滑、磨盘

洁净；窗前棚下，整齐地码着一摞摞

粮袋子和一捆捆收割的谷穗。

房门敞着，一个小个儿、小眼

睛，5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前，身体结

实健壮、眼神里透着光，这就是“小

米哥”。

“大家为什么都叫你‘小米

哥’？”一落座，记者忍不住问。

“在乌拉街，我经营了15年小

米，现在镇里市里有买小米的人，第

一个都会想到我。时间长了，不管

是老人还是孩子，就都称我为‘小米

哥’了。”他笑着说。

“现在玉米价格好，种玉米省时

省工还省事，为什么选择种谷子

呢？”记者追问。

“说来话长，这要从乌拉街的历

史说起。”“小米哥”的眼睛亮亮的。他说——

乌拉街满族镇，人们习惯称之为乌拉街。这里是清朝四大

贡品基地之一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在地，当年清朝皇室御用

的土特产贡物绝大部分都来源于这里。其中就有乌拉街白小

米。

你想想，小米，对于中国人有多重要？从其古时候的名字

就能看出来：稷，社稷的稷。这也能看出，乌拉街白小米曾经有

多辉煌、地位有多尊贵。

但一年年过去了，曾经以白小米为傲的乌拉街本地人，都

不愿意种谷子了。也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生产麻烦还赚得

少。

“我是土生土长的乌拉街人，这么好的地标性产品不能让

它消失啊。于是，2008年，我返乡创业。经过十几年的探索

和发展，谷子种植规模从几十亩发展到700多亩，成立了农民

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穷八家’白小米商标，陆续推出了绿

小米、母婴米、小米煎饼、黏火勺、玻璃叶饼、小米白酒等产品，

现在看市场反馈还挺好。”

“我烙两个黏火勺给你尝尝，可好吃了。”话没说完，他走进

厨房，点火、放油、拿饼，5分钟不到，两张色泽金黄的黏火勺新

鲜出锅。趁热咬一口，甜糯筋道、唇齿留香。

“真好！”记者夸赞黏火勺的好吃，更惊讶于他说干就干的

劲儿。

“小米已经完全融入了你的生活，现在备春耕，在忙什么？

有什么新打算？”记者又问。

“忙着在网上推销产品和培训种植户。同时，还在琢磨办

家庭农场。”

“有了合作社，为什么还要成立家庭农场？”

“成立场子，一是可以更直接地整合应用一些好的技术、好

的种子，成本上也能省一些。二是政府还能扶一把，这样就能

扩大种植面积，给老百姓做个榜样，吸引他们一起发展小米产

业。”“小米哥”信心十足。

边走边聊，来到屋后的谷子地，尽管早已收割完毕，但地头

棚下仍然放着一捆谷子。他轻轻地抱起，足有一人高。

“其实我的梦想，是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吃上一碗乌拉街小

米。”他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记者不由想起他写的一首诗：

走进谷子地
这里睡着我的情人
每天，我把爱
轻轻揉碎
播撒在她的身上
秋天一到 我和她
一起奔向远方
让人们享受
她的芳香

记者手记：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本土人才经验足，是农业生产

的主力军，作用至关重要。
备春耕，更要备人才。要大力培育本土人才队伍，加大支持

力度，提升技能素质，把人才留在乡村，让他们在广阔田野大施
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这样，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
标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
小
米
哥
﹄
的
新
梦
想

—
—

﹃
新
农
人
﹄
备
耕
记③

本
报
记
者

曹
梦
南

徐
文
君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陶连飞）今天，由

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住建厅

承办的2023年吉林省“全民消费季”活动在

长春市启动。

吉林省“全民消费季”以“绿色消费、全民

乐享”为主题，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突出

城乡联动、业态融合，着力创新消费场景、改

善消费条件，谋划实施一系列主题化、特色

化、专业化消费促进活动，带动绿色、智能、健

康、品质消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吉林省“全民消费季”系列活动聚焦

商业消费、文旅消费，在商贸流通领域精心谋

划“吉致新能源、暖春焕新家、时尚潮流风、品

至臻美味、点亮夜经济、乐享新电商”等六大

主题消费，因地制宜、量身打造多个消费场

景；在文化旅游领域，我省创新设置“文旅新

品促消费、政策举措促消费、商文旅融合促消

费、活动引领促消费、宣传推广促消费”五大

板块，实施16项主题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展

多项文旅节事活动。届时，全省各市县将联

动开展全领域、多业态大型促销活动近千场，

各类商贸企业、文化场所、旅游景点、电商平

台等上千家企业联合参与，适时精准投放消

费券，持续开展让利促销，让消费者充分享受

实惠购物、乐游吉林的新体验、新乐趣。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消

费提振年”，吉林“1·8消费节”刚刚落下帷

幕，全省“消费促进月”正在深入实施，这次启

动“全民消费季”活动，旨在深入贯彻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省两会精神，坚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深入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推动形成不间断、波浪式消费热潮，进

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

全省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吉林省“全民消费季”活动启动

本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为保护我省

江河湖泊生态环境，扎实推进全省河湖管理

工作，3月7日，省河长制办公室、省生态环

境厅和省水利厅联合印发《2023年春季“清

河行动”实施方案》，坚决打击河湖乱堆、污

染物入河等行为，进一步推进我省水生态环

境质量逐步改善。

据了解，此次清河行动将全面清理整治

省内河湖管理范围内塑料垃圾、畜禽粪污、

农作物秸秆等污染物直接入河等突出问题，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同时，加强

重点污染源监管治理，加大执法力度，从源

头上清理各类污染源，防治水污染，保护水

环境，旨在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

标。此次专项行动，将覆盖全省所有河流湖

泊，围绕46个严格管控的国、省控断面所在

河湖实施重点清理整治，从3月10日开始，4

月30日结束。

省河长制办公室、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水

利厅联合发出通知，明确主要任务，要求各

地深入开展河湖全面巡查工作，清除河道内

污染物，清除河道外源污染，积极做好河管

范围内禁种高杆作物的宣传引导工作，落实

改种措施；抓好治污设施稳定运行，加强辽

河、饮马河、伊通河和辉发河等重点流域沿

河城镇污水处理厂、重点工业企业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监管，确保污水达标排放；严厉打

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各地河长办

要统筹涉及河湖保护管理行政执法职能部

门，严厉打击倾倒废弃物等破坏河道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健全河湖管护机制，严格

落实《吉林省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加大

巡查频次，综合运用实地核查、无人机巡查

等多种手段，切实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立行立改。

通知要求，省级河长制相关成员单位、

各地要高度重视，把春季“清河行动”作为

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同配合，确保春季

“清河行动”取得成效；各地河长办要加大

督导检查力度，重点将东辽河、松花江等

“十河一湖”区域及重要支流河道管理范围

内生活垃圾、面源污染及各类污染源作为

暗访检查重点，做到发现问题、现场督办、

现场整改；同时强化社会监督，形成多方参

与、共治共管，共同推动河湖管理保护的良

好氛围。

三部门联合发文

开 展 全 省 春 季“ 清 河 行 动 ”

1961年出生的张木余，是四平市铁东区

石岭镇耿老村村民。20多年来，他精心照顾

4位患病亲人，其中照顾患脑血栓的父亲10

年、和妻子一起照顾患有肌无力瘫痪的妻妹

4年，直至他们安详离世。如今照顾着卧床

不起的86岁老母亲，还有患类风湿手指变形

的结发妻子。家庭的困境没有击倒张木余，

他用真爱、刚强和责任，撑起了这个家。2020

年，张木余被四平市委宣传部、四平市文明办

评为“四平好人”。2022年，被四平市文明委

评为“2021年四平好人年度人物暨四平市道

德模范”。

照顾父母，真情付出尽孝道

1997年，61岁的父亲患上脑血栓，经过

住院治疗，虽有好转，但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

症，需要家人护理。父亲拒绝吃药，任凭老

伴、孩子们怎么劝说都不管用。张木余每天

不厌其烦地陪父亲聊天，哄他开心，开导吃

药，老父亲终于同意吃药了，每天专等着张木

余喂药，旁人都不让伸手。家里家外的活儿，

大多都落在张木余身上，但不论多忙，每到吃

药和大小便时间，张木余便准时来到父亲家

中，一坚持就是10来年，直到老父亲去世。

老母亲经常自豪地对乡亲们说：“我大儿子是

一流的孝子！”

父亲去世后，张木余把因膝盖摔伤的母亲

接到家中赡养。后来，老母亲因患糖尿病综合

征不能自理。张木余和妻子一道，围在老人身

边，嘘寒问暖，精心护理，既耐心又细心。

护理病妻，不离不弃撑起家

2003年，不幸再次降临。当村医的妻子

得了类风湿，全身骨关节疼痛难忍，吃了很多

药都不见效。她每次穿衣、翻身都疼得直哭，

不但不能行医了，还得靠丈夫伺候。看到妻

子变形的指关节，张木余心急如焚，四处寻医

问药。2007年，他带妻子到长春一家风湿病

医院，医生看后说：“你们得做好8年‘抗战’

准备，这种病是不死的癌症。”张木余对妻子

说：“不死就有希望，就是卖房卖地，也要把你

的病治好！”

在丈夫的鼓励下，妻子坚定了治疗的信

心。经过近两年的血液透析和治疗，妻子的

病情得到控制，逐渐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张

木余终于可以放心地在农闲时就近打些散

工，贴补家用。妻子深情地说：“没有丈夫的

不离不弃，我真的没有勇气活到今天。”

照顾妻妹，心地良善美名扬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4年，妻妹的丈夫

因病去世，留下患有供给失调综合征肌无力、

不能自理的妻妹和孩子。妻子很纠结，自己

有类风湿后遗症，还有年过八旬的婆婆，再接

妹妹来家里，丈夫能承受得了吗？张木余看

出了妻子的心思，就说：“你是大姐，咱们应该

多付出一些，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有啥困

难咱们一起扛！”丈夫的一席话，把妻子感动

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张木余和妻子把妻妹

接到家里护理，直到2018年妻妹去世。

“有生之年，只要我能动弹，就是爬着也

要给老公做饭，让他干活回来就能吃上热乎

饭。”常年靠打激素药物维持身体机能的妻子

坚定地说。

“木余朴实厚道，有修车手艺，人缘好，

谁家有事都乐意帮忙，为人处世都没得挑。”

耿老村村书记梁宝会评价说。

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耿老村村民张木余，20多年精心照料4位患病亲人——

用 真 爱 撑 起 这 个 家
本报记者 崔维利 高鸿

本报讯（记者徐雁秋）在政策红利驱动之

下，长春新区医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良好态

势，医药工业产值从2016年的77.3亿元增长

到2022年的235.7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比

重由2016年的11.2%上升到2022年的28.2%，

医药工业产值占全市的80%、占全省的三分之

一，医药产业优势逐步释放。

2022年，在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生物医

药园区产业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长春新区

位居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第一方阵，列第

16位。在发展质量上，长春新区医药产业形

成基因药物、生物疫苗、现代中药、医疗器械、

化学制药等多个细分特色产业集群，具有疫

苗生产资质企业5家，占全国（44家）11.4%，

高端疫苗文号占全国60%，医药流通及服务

业收入占全省的80%，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产

业生态加速形成。

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长春新

区众多强劲回升、逆势增长企业中的一员。

2022 年，该公司完成产值 11.5 亿元、增速

306.4%。去年年末，投资建设的长春高新生

物医药产业园超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化项

目，计划2024年6月份投产。新厂区主要用

于企业已上市产品的增产扩能，项目三期全

部建成后，未来5年可实现产值超百亿元。总

投资13.8亿元的安沃高新基因工程抗体类药

物项目竣工投产，研发实验室已投入运营。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百克生物疫苗产

业园项目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投产后，将在替

代原厂区1600万人份水痘减毒活疫苗产能基

础上，新增200万人份水痘减毒活疫苗和200

万人份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的年生产能力。

据介绍，在长春新区2023年52个工业技

改扩能项目中，生物医药项目 23个，投资

107.4亿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52.9%。长春

新区生物医药企业技改扩能意愿强烈，生物

医药产业持续向好态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创

新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

的基石。

长春新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金赛药业国际医药产业园、长春高新大

健康产业园、长春安沃高新基因工程抗体类

药物项目等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长春新区已基本实现了药物研发、产业化中

试、药品生产、药品流通等产业链各环节全覆

盖，已集聚长春高新金赛药业、百克生物、迪

瑞医疗等医药工业企业210户，其中规上工

业企业26户、高新技术企业79户、专精特新

企业45户。作为长春新区着力打造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医药产业已呈现出由“量”

到“质”、由“形”到“势”的根本性转变。

医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良好态势

长春新区新“增长极”加速崛起

近日，由团省委、省学生
联合会、省团校主办，长春光
华学院团委承办的“学习二十
大·传承百年志·奋进新征程”
主题巡展活动举行。图为同
学们聆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
动的奋斗历程。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本报讯（刘笑麟 记者任胜章）近日，临江市组织技术人员

入户为域内养殖户进行春季养殖技术指导，为畜牧业发展保

驾护航。

这期间，“牛”专家们走基层，钻牛棚，认真出诊，传授技

能，同时，积极帮助农户科学规划发展畜牧业，为村民致富添

火加薪。

为加快肉牛繁育体系建设，临江市充分发挥养殖专业合

作社带动作用，通过“合作社+农户”合作方式，扩大养殖规模

和基础母牛存栏量。临江市农业农村局畜牧站技术人员多次

上门，针对场地选址、饲养管理、场地消毒和动物防疫等养殖

技术，帮助合作社现场指导。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临江市四道沟镇三合城村养殖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回俊峰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土专

家”，规模化养牛存栏246头，直接带动周围40余户农民养

牛致富，使村民年收入翻了一倍。村民王中远饲养21头

牛，在“牛”专家的指导和合作社的带动下，依靠养牛迈向

致富路。

截至目前，临江市肉牛饲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8.92％，

位列白山市第1名。此外，临江市农业农村局还协调发放“肉

牛贷款”，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办理肉牛保险，组织肉牛繁育饲

养技术培训，让养牛户过上“牛”日子。

临江市组织技术人员入户帮扶——

养殖户过上“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