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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满洲里：中俄农产品贸易趋热
市场

李雅彬：寄情书法写意人生

HICHANG

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中
心驱车 20 分钟，就来到位于中俄
边境的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穿
过互市贸易区，只见连接中俄两国
的公路上，满载俄罗斯小麦粉、油
菜籽等农产品的车辆排成长队等
待通关。
满洲里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显
示，2019 年前 4 个月，满洲里海关
关区（下辖 4 个对俄口岸、3 个对蒙
口岸、2 个航空口岸）进口农产品货
值达 3.4 亿元，同比 增 长 24 % ，这
些 农 产 品 主 要 来 自 俄 罗 斯 ，涉
及 30 多 个 品 种 。 其 中 ，满 洲 里
口 岸 进 口 粮 食 1 . 5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4.6%，进口值达 2603.9 万元，增
长 12.4%。
作为中俄最大的陆路口岸 城

市，满洲里承担着两国贸易 60%以
上的陆路运输业务。眼下，这座边
城正折射出日益热络的中俄农业
合作图景。
近年来，我国食品消费结构逐
步升级，中等收入人群不断壮大，
对国外特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明
显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让
农业合作成为中俄两国合作的重
要增长点。
在满洲里中俄互市 贸易区 免
税交易区 A 厅，品牌繁多、琳琅满
目的俄罗斯小麦粉摆满货架，前来
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家里经常
用俄罗斯小麦粉蒸包子、做面条、
烤面包，口感很棒。”购买俄罗斯雪
兔牌面粉的满洲里市民张静娴说，
有时候不凑巧还会断货。

“俄罗斯一些地方适合生产优 “农产品牌”。47 岁的吉娜来自俄罗
质农产品，这恰好满足了中国的市
斯红石市， 每周来 互市贸易 区 3
场需求。”俄罗斯伊娃有限公司负
次。她前些年主要销售皮制品、地
责人格里沙在满洲里接受记者采
毯、挂毯等商品，从 2018 年起转为
访时说，近几年，来自中国的订单
以俄罗斯面粉制作的面包、饼干和
增长明显，公司将继续扩大同中国
夹心食品销售为主。“这些产品很
企业的合作，把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受欢迎，每次几乎都能把带来的卖
销到中国。
光。”
吉娜说。
看到中俄农业合作前景广，来
为做好农产品等货 品的通 关
自河南、吉林、黑龙江等地从事相
服务，满洲里海关在完成相关查验
关产业的出境劳务人员逐渐增多。 工作的基础上，尽力简化通关流
满洲里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
程、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的通
3 月 1 日至 10 日，经满洲里公路口
关成本。
岸出境、前往俄罗斯的中国劳务人
同时，满洲里海关还密切关注
员超过 1500 人次，他们主要从事
国内外农产品市场需求及价格走
农业耕种和木材砍伐等。
势，努力做好监测预警，为有关企
来满洲里中俄互市 贸易区 做
业提供数据信息支持。
生意的一些俄罗斯商人也开始打
据新华网

小葡萄园里来了大专家
正值盛夏，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
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煜，常年
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突泉
从事葡萄种植技术与气象研究工作。
镇新生村葡萄园大棚内，茂密的葡萄
“我的这个葡萄怎么长得这么
藤枝上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一颗颗葡
小？”
“这株葡萄蔓枝是不是缺营养？”
萄饱满圆润，甚是喜人。
“我这个棚是不是建得太高了？”任月
任月娥在葡萄大棚里忙里忙外， 娥把多年的疑问一口气问了出来。
今天气象部门请来的大专家要来葡萄
“你这个葡萄补水过多，水多了
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能在现场向大
也不利于葡萄生长。”
“培育葡萄尽量
专家“取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得
不要在主藤枝上培育，在分藤枝上培
的好机会。
育，才能保持葡萄藤蔓的营养。”
“大棚
任月娥种了 3 个葡萄大棚，品种
确实有点高，如果遇见大风大雪天气，
有十几种，每年 3 个葡萄大棚能让她
可能倒塌，最好改一下。”张晓煜一一
们家增收二三万元，可对于她来说，这
作答。在现场，张晓煜还给任月娥挑出
笔收入比预想的要低。
“种好了每棚葡
了其他几个葡萄种植技术问题。
萄收入应该是 5 万元左右，主要还是
新生村的农民从 2009 年就开始
培育技术有不足，管理跟不上。”任月
发展葡萄种植产业，村民先是种田园
娥说。
裸地葡萄，
2012 年突泉县鼓励农民搞
来任月娥葡萄大棚指导的是宁夏
设施农业，新生村的家家户户盖起大

棚种冷棚葡萄。近年来，村民听说暖棚
葡萄产量高，成熟早，价钱还高，有条
件的村民把冷棚改成了暖棚。
“过去，我们种葡萄都是靠经验，
看老天，技术不过硬，产量也不多。”村
民贾楠说。
贾楠听说村里来了大专家讲课，
一早就来到活动现场。
“我们家种着 5
个葡萄大棚，对于我们来说，种植技术
与葡萄产量息息相关，同时气候条件
也与葡萄产量密不可分。”贾楠说。
2016 年一个盛夏的夜晚，新生村
突然下起了冰雹。由于没有提前得到
气象预报，一场冰雹把村民的葡萄破
坏得满目疮痍。
“村里大部分农户的葡
萄都受到损失，我们家损失了几千斤，
损失惨重。”贾楠对那年的气象灾害
仍心有余悸。

“好在，从 2017 年开始，气象部门
每天为我们推送精准气象预报，大家
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比
如气象预报有大风天气，我们就勒紧
压膜绳，或者把棚被盖好，做好防范措
施，这样能避免损失。”贾楠说。
2016 年，中国气象局定点帮扶突
泉县，不仅推送精准气象预报服务，提
供农田气象科学管理，还请多名知名
的气象、种植专家为农民答疑解惑。
“目前我 们村有 64 户 农 民 种葡
萄，去年大部分葡萄种植户种了新品
种，新品种的初期培育更离不开气象
服务和种植技术指导，今后，相信在气
象部门帮助下，我们的葡萄大棚不仅
能增产量，还能提高质量。”贾楠对自
家的葡萄产业充满了希望。
据新华网

称号
兴安盟被授予
“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
近日，记者从兴安盟商务口岸局
获悉，根据兴安盟行政公署申请和自
治区粮食行业协会推荐，经中国粮食
行业协会专家组调研并结合大米分会
建议，同意命名兴安盟为“中国草原生
态稻米之都”。这一称号的获得是对
“兴安盟大米”品质提升和品牌塑造的
一次有力促进。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 度大兴安岭
南麓生态圈，是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
黄金种植带。无法复制的区域位置优
势、优质的大兴安岭水源、良好的生态
环境、肥沃的土壤，让兴安盟成为水稻
种植的黄金产区，造就了兴安盟大米
的独特品质。2018 年，可谓兴安盟大
米品牌建设之年：成功注册“兴安盟大
米”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推广使
用；9 月，兴安盟获得“内蒙古优质稻
米之乡”称号；10 月，在“2018 中国首
届国际大米节”上，
“兴安盟大米”被授
予“2018 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公用品
牌”和“2018 十大好吃米饭”称号；10
月 16 日，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
在兴安盟成立；11 月 25 日，中国粮食

行业协会、自治区粮食行业协会在兴
安盟举办“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论
证会”。
通过“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不
仅使“兴安盟大米”成为兴安盟享誉盟
内外、区内外的一张靓丽名片，更使兴
安盟大米产业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水稻产业已经成为该盟调整种植业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2019
年，兴安盟水稻播种面积 131 万亩，同
比增长 13 万亩，
增幅为 1.048%；绿色
和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分别为 35 万亩
和 10 万亩。水稻产量近 70 万吨。现
已发展成为我区最重 要的水稻 主产
区，占全区总产量的 60%。眼下，
“兴安
盟大米”用标企业 31 家，2018 年销售

收入 18.79 亿元，同比增长 33%；2019
年一季度，兴安盟 31 家用标企业销售
收入 2.75 亿元，同比增长 9.1%。
为了更好地推进“兴安盟大米”品
牌建设，强化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益，加
“ 双百”工程进度，今
快“兴安盟大米”
年兴安盟将在扎赉特旗、乌兰浩特市、
科右前旗、科右中旗四个水稻主产区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 进示范 引领先行
区。同时，将对“兴安盟大米”
重点企业
和重点合作社的水稻原料和大米产品
开展质量检测，逐步推广大数据、物联
网技术在“兴安盟大米”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中的应用，扎赉特旗、乌兰浩特
市、科右中旗三个旗市建立优质水稻
基地监控设施、监控体系，
进一步提升
“兴安盟
水稻绿色生产水平。全面强化
大米”品牌建设，创新生产经营机制，
深化利益联结，加强水稻生产与文化
旅游等三产业的对接，让“兴安盟大
米”生态、安全、绿色、有机的金字招牌
更亮，引领兴安盟产业转型升级，力争
走出一条绿色富盟、绿色惠民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据《内蒙古日报》

记者蹲点手记：
在原始林区读懂坚守与责任
“与世隔绝”
，这是第一次走进奇
乾中队时，记者的切身感受。
从最 近的 城镇 乘 车 前往 奇 乾 中
队，约 150 公里的路程却要行驶 4 个
多小时，进山的道路蜿蜒曲折，上下起
伏，有种坐小型过山车的感觉，身边的
景色也逐渐从绵密平坦的草原过渡到
遮天蔽日的林区。越走进奇乾，
“人烟”
的概念就越淡薄。
行至中队营地，下车。周围是望不
到尽头的原始森林，深山气息冷冽，但
当饱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涌入肺中，
坐车的疲倦一扫而空。而除了来自“天然
氧吧”的馈赠，迎接我们的，还有一张
张带着憨厚神情却略显腼腆的笑脸。
这里是奇乾中队，驻扎在祖国版
图的“鸡冠”处，守护着 95 万公顷的千
里林海。
刚到奇乾，不适感立刻凸显：山脚

下还是阳光普照，这里却能够看到残
存的积雪；明明已经入夏，依然需要穿
着厚厚的大衣抵御寒风；中国移动在
这里没有修建基站，记者的手机始终
处于“无信号”状态……
生活在喧闹城市的人们看来，这
种体验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但中队队
员们早已习以为常。
清晨 4 点半，处于高纬度的中队
营地迎来了第一缕阳光。食堂旁边的
厨房中，切菜声、炒菜声早已不绝于
耳。随后，集合的小号声响彻营地，身
穿“火焰蓝”的队员们迅速集结、点名、
跑操、
正步走……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森林消防员，职责是扑灭森林火
灾，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场扑火行动就
是一场战斗，因此队员们也习惯将“扑
火”称为“打火”。入山打火是怎样一种
体验？蹲点采访期间，记者也跟随队员

们参与了一次巡山灭火演习。
演习点是一座倾斜角度约为 45
度的小山，山顶布满树木，山坡向阳处
满是草丛。
“集合，列队，出发！”在中队长王
德朋的带领下，身着橘红色战斗服、满
载灭火装备的队员们健步如飞，不到
20 分钟，队员们已在山顶集结。而想
要尝试跟上队员速度的我们，却只能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坡“蠕动”
，时不
到达山顶后，个个气
时还要休息一下，
喘吁吁，面红耳赤。
看到大部分队员身上都背着风力
灭火机和给养背包，记者有些好奇。
“这些东西大概多重？”
“40 到 50 斤吧。”
这几乎是一个成年人三分之一的
重量。背负这些器具装备，
队员们往往
需要赶赴路途遥远的火场，其间可能

需要跨越数座大山，蹚过数条河流。一
去少则一星期，多则半个月，深山老林
没有信号，陪伴他们的，除了身上的装
备，就是一棵棵笔直的树木。
辛苦吗？队员们笑了起来，天天都
是这样，习惯了。
孤独吗？彼此相互看了看，有一帮
兄弟在，不孤独。
这样一群刚刚 20 岁出头的小伙
子，不少已是身经百战的“老队员”。本
应是父母的心头肉，有的人却已经多
年没有回家与亲人团聚过年。在始终
保持战斗热情的同时，他们拥有着超
越年龄的老成和责任担当。
在这片千里林海中，奇乾中队每
一名队员，始终秉持着许党许国、竭诚
为民的初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坚守的伟大力量和无悔的青春岁月。
据新华网

本报记者 张鑫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深
处，有这样一位寄情书法写意人
生的青年书法家，他专情书法 30
载，用笔、墨、纸、砚传承着中华文
化精髓。他就是现任中国林业书
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硬笔书
法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书法家协
会会员李雅彬。
“李雅彬的书法作品骨 气洞
达、朴茂雅美、秀丽有神。既传承
了师家风范，又有其个性特点，尤
其是‘雅隶’的横空出世，是当今
繁杂纷乱书法界的一股清新之
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书法评论人夏廷
献在鉴赏李雅彬书法作品时如是
说。
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 李雅
彬虽刚进不惑之年，但习从书法
已达 30 年之久。李雅彬儿时承父
辈熏陶，苦练书法，从临摹《曹全
碑》、
《张迁碑》等碑帖入手，从唐
楷入门，后涉学诸家。近十年来，
李雅彬师从书法大家邵玉铮教
授，主研隶书，得以点化，日臻精
湛。
这几年，李雅彬不仅参与组
织了“关注森林绿我中华”、
“构建
和谐社会共建绿色家园”两届全
国书画大赛，还参与了中国林业
书法家协会 《关注森林·绿我中
华》、
《构建和谐社会·共建绿色家
园》等书画作品集的编辑出版。在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他的
书法作品获得了“生态惠济杯”全
国书画大赛一等奖；在纪念新中
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原山杯”全国
书法大赛上，他的书法作品荣获
了优秀奖。他多次应邀参加一些
文化团体书画联展，2016 年李雅
彬出版了个人书法作品集 《笔墨
清心》。
“书山有路勤为径，艺海无涯
苦作舟。”自幼开始练习书法的李
雅彬对之深有体会。父亲是他书
法道路上的启蒙老师，从十岁开
始，他便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书
法。然而对一个心性不定的孩童
来说，最初的兴奋劲儿并不能长
久，日复一日的临摹、练习，枯燥
与厌倦感随之而来。他甚至折断
毛笔、揉碎纸张，表达抗议。但是
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中，在亲朋好
友、同学师长的支持与鼓励下，他
坚持了下来，并日渐痴迷其中。

在学生时代，由于毛笔字写
的好，李雅彬是学校里面的明星
人物。那时候走在路上经常会听
到诸如“看！那个就是书法比赛第
一名的李雅彬，咱们学校大门上
的字就是他写的……”
，每每听到
这样的话，李雅彬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在李雅彬看来，大家的赞许
是对他坚持练习书法的原动力，
更坚定了他学好练好书法的信心
和决心。
李雅彬毕业于武警院校，曾
是一名现役军人。书法特长让他
在部队有了施展技艺更广阔的舞
台，也进一步提升和塑造了他的
书艺风格。李雅彬一入伍即当了
文书，原因是字写的比同批战友
好，为此，出板报、写春联、刷标语
都被他包了下来。参加工作后，部
队领导还专门为他安排了练字的
房间。“没有部队这个舞台，没有
领导的赏识关怀，也不可能有我
今天的进步。”李雅彬说，部队是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集体，也是一
个大熔炉，在培养“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道德”的新一代革
命军人实践中，也让李雅彬感受
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真
谛，更塑造了其文武兼备、刚柔相
济的艺术风格。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
“ 没有
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李雅彬
常怀感恩之心，常为感恩自行，他
多次携书法作品参加内蒙古兴泰
公益组织的公益拍卖活动，所得
款项全部捐赠给青海地区的贫困
儿童。而在部队基层任主官期间，
每逢八一建军节，他都会邀请内
蒙古书协、诗书画研究会等书画
组织的书画名家深入部队为官兵
创作书画作品，用创作书画的形
式，展现人民子弟忠党爱国的高
尚情怀。
就李雅彬的书法，著名书法
家尹 成 富 评 论 说 ：
“隶 体 笔 法 娴
熟，在结字、用墨上表现手法不
拘，章法布局活而有度，既传承了
师家风范，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
从整体的艺术角度来看，他的书
法风格朴茂、骨气洞达、秀丽有
神，具有高雅的艺术魅力。”
书法是一门注重轻重缓急的
艺术，如处事一般，最易培养心
性。书法练习让李雅彬的性格变
得更平和、自律，意志力更强大，
能力显著增强，而在这个潜移默
化的过程中，也让他发现了书法
的乐趣，更在其中寻找到自我，陶
获得了更多的人生感悟。
醉其中，
“书法为我搭建了一个有 更
李雅
多机会去感悟人生的平台。”
彬说，练习书法的过程也是品味
人生的过程。汉字结构中讲的“相
容相让”规则，教导人们写出了端
端正正的汉字，为人处世中同样
需要恪守这一规则，方能成就一
个堂堂正正的人。
实际上，书法艺术中还经常
运用“留白”，因为虚实相生，无字
处亦为妙境。然而在人生中为生
命留白，同样是一种艺术。“适当
地放松心情，清空杂念，我们的生
命空间才会更加宽广……”李雅
彬说。正是这些感悟时刻激励着
他将学习书法坚持了下来，也正
是在不懈坚持中让他收获了更多
的人生感悟，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随着对书法艺术理解和感悟
的升华，李雅彬对其书法造诣有
了更高的追求。他认为，艺术审美
应当随时代而进步，书法艺术审
美亦当如此。只有根植于大众，符
合更多普通人的审美情趣，才能
促进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
梦想的高峰必须抬头可见，
然
后付诸行动，
如此方能到达。“我没
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唯愿在写好
字、修好德上继续努力、前行。”青
年书法家李雅彬乐观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