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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村：振兴路上再得胜

五年前， 这里还是十年九
旱、遍地荒滩的贫困村，村民们
以农牧为业， 过着地里刨食的
穷日子。 脱贫攻坚以来，德胜
村转变发展观念，因地制宜探
索出精准产业脱贫之路，形成
了以设施农业、 光伏产业、乡
村旅游等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新
格局。

走在德胜村干净整洁的村

道上， 只见一幢幢白墙黛瓦二
层小楼新民居鳞次栉比， 搭建
有戏台连廊的广场平整开阔。
村外成片的光伏板向阳而立，
日光温室大棚的蔬菜长势正
旺， 一派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
图景。

年节这些天， 村民徐海成
一家忙着制作当地的特色年货
“开口笑”。将面团揉得油光，切

成小块，放入胡麻油里炸，带裂
纹的酥脆成品一出锅， 顿时满
屋飘香。

“这就是‘开口笑’，寓意每
天笑呵呵的。 ”徐海成是村里最
早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时
媳妇生病， 又要供两个女儿上
学，他下过煤窑，倒腾过蔬菜，
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

“德胜村有耕地 5500 亩、

草场 7000 亩、 林地 3900 亩，人
均耕地、 草场、 林地面积都不
少，但就是不挣钱。 ”叶润兵说，

“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
人？ 就是资源没有有效整合，产
业没有立起来。 ”

找到了“穷根”，全村群众
在党支部带领下，开始发展马
铃薯育种等特色产业，铆足劲
头向贫困宣战。 2017 年，德胜
村建起 280 个育种大棚， 贫困
户只需花 1000 元租金就能租
上一个，徐海成当年就承包了
六个。

几年时间，小土豆成了德胜
村的大产业。全村 280 个微型马
铃薯标准大棚年产量达 3640 万
粒，其中“御富德胜”原种获得国
家绿色认证，还被农业农村部纳
入第八批“一村一品”名单，销往
全国。徐海成家也迎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 2021 年，他承包
了 15 个微型薯大棚，种
了 50 亩土豆、 七八亩莜
麦， 一年纯收入超过 20
万元。

在发展传统种植产
业的同时， 德胜村瞄准
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发
挥当地光照充足的优
势， 做强太阳能光伏产

业。 全村建起两座共 500 千瓦
的村级光伏电站， 引进企业投
资建设一座 5 万千瓦的农光互
补电站。 现在，村民人均年增收
在万元以上， 村集体每年也有
70 万元左右的稳定收入。

脱贫攻坚“得胜”归，坝上
山村焕新颜。2018 年底，德胜村
整村脱贫出列。 2021 年，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93 万元，村
集体收入达到 200 多万元。 叶
润兵告诉记者， 德胜村的变化
正如冬奥会火炬传递点主题所
概括的那样：“走向振兴”。

“我们将继续发展景观农
业和设施农业， 并借着冬奥的
东风发展乡村旅游， 让乡亲们
更富起来。 ”叶润兵说，“在乡村
振兴的新征程上， 德胜村一定
能够再次旗开得胜。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

得知自己获得第十三届中
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时，韩
雷正在学校加班组织协调全校
同学核酸检测。“在开心的同时，
更觉得责任重大。 ”他说。

韩雷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团
委志工部负责人，同时也是哈尔
滨师范大学行知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负责人。 在 2021 年的新冠
肺炎疫情中，他曾组织学校青年
志愿者开展 23 次校园核酸检
测、8 次疫苗接种志愿服务活动，
服务对象超 70 万人次。

2021 年以来韩雷所在的哈
尔滨师范大学行知青年志愿者
协会审核通过并申请黑龙江志
愿服务平台志愿服务活动近 60
个，组织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人数年均万余人次，志愿服
务时长年均达三万余小时。

在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
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项目奖
评选表彰活动中，黑龙江省有六
名青年荣获优秀个人奖，两个组
织荣获优秀组织奖，一个项目荣
获优秀项目奖。 获得荣誉的背
后，离不开团黑龙江省委对于青
年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视。 长期以
来，团黑龙江省委聚焦搭建为党
育人和实践育人平台，扎实推进
青年志愿服务，从深入实施西部

计划、 引导青年志愿服务基层，
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处处都有团黑龙
江省委的身影。

在基层织就亮丽青春风景线

“如果青春有底色，那我定
要选择志愿‘红’。 ”日前，黑龙
江大学研究生赵梓旭在宣讲会
上分享了自己在黑龙江省漠河
市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经历，
她的故事赢得了在场学生的阵
阵掌声。

“我们站在最北边疆，肩上
扛着使命荣光，梦里神州北极方
向，眼中满溢最美龙江，三尺讲
台桃李芬芳，汗水泪水一样闪亮
……” 这是赵梓旭改编的歌曲，
也是她参加青年志愿者助力兴
边富民计划大学生支教团的真
实写照。

青年志愿者助力兴边富民
计划大学生支教团是团黑龙江
省委 2019 年牵头启动的项目，
是黑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项目中的特色项目之一。
经过层层严格选拔，志愿者从各
个高校奔赴至黑龙江省边境县
（市）开展志愿服务。

作为其中一员，赵梓旭觉得，

“青年学子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
是积极行动者、热忱付出者。 ”

在漠河市支教期间，赵梓旭
真正体会了作为一名教师的不
易。 青春期的孩子们是淘气的也
是敏感的，为了能更快地走进他
们的心， 赵梓旭做了一个愿望
盒， 用来装孩子的“小愿望”和
“小烦恼”，孩子们把它叫作“魔
法盒”， 赵梓旭会通过这个盒子
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为了满足边境县（市）孩子
们的兴趣爱好， 培养孩子们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丰富精神
生活， 赵梓旭还联合母校黑龙
江大学推出“大手拉小手”主题
活动，以“一对一”书信来往的
方式将大学生与漠河市小学生
联合在一起， 给边陲小城的孩
子们搭建了一个通往外面世界
的桥梁。

支教结束回到学校后，赵梓
旭把亲身经历编成了一个个有
趣的支教故事讲给身边的师弟
师妹听，也带动了学校掀起一轮
新的支教热潮。

据了解，2021 年黑龙江省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开
展后， 共有来自 56 个高校的
1240 名应届毕业生报名成为西
部计划志愿者 ， 奔赴 16 个省

（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层
锻炼成长，同时参加黑龙江省内
支教项目的志愿者总人数达到
957 人，创历史新高。

在疫情大考中锻炼成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
黑龙江省各级团组织的号召下，
全省已有 10.6 万余名青年志愿
者投入疫情防控工作，筑起了一
道道疫情防控的青春长城。

18 岁的青年志愿者王裕博
就是其中之一。

2021 年 9 月，王裕博看到团
黑龙江省委招募抗疫志愿者的
公告后，便报了名。 哈尔滨市本
土疫情发生期间，在道外区北新
社区的核酸检测点，王裕博总会
穿好防护服准时到达，协助核酸
检测人员录入信息协助采样。 他
常常从核酸检测点下来顾不上
吃饭就赶往另一个社区卡口接
过值守任务，在空余时间还会主
动给居家隔离人员配送物资、清
理垃圾。

团哈尔滨市道外区委副书
记吴迪说，王裕博是哈尔滨市道
外区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但是
他从不喊累，总是冲在工作最前
头，给其他志愿者也带来了很大

的鼓舞。
像王裕博这样的青年志愿

者还有很多。在 2021 年 9 月哈尔
滨市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之
后，团黑龙江省委对全省各级团
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投身疫情
防控作出动员部署。 13 个市（地）
团组织闻令而动， 组织发动 2.6
万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在下沉社区、公益募捐、
抗疫宣传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疫情面前，黑龙江青年
志愿者展现了应有的责任和担
当， 在疫情大考中得到了锻炼
和成长。 ”团黑龙江省委权益和
社会联络部负责人介绍， 为了
尽快在全省筑牢疫情防控屏
障， 团黑龙江省委还在全省各
地设立宣传点， 排查免疫空白
人群，解读疫情接种政策，助力
全省疫苗补种。

“我们将通过广泛宣传青年
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精神特质和时代风采，引导全省
广大青年学习。 让青年志愿服务
文化融入城市，倡导青年以青春
梦想、用实际行动继续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 ”团黑龙省委负
责人说。

（据《中国青年报》）

用志愿服务融入一座城
黑龙江 2.6 万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春节期间，德胜村村民制作当地特色年货“开口笑”

春节过后，河北省
张家口市张北

县德胜村仍是天寒地冻，
室外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6摄氏度。 几天来，这个
位于冀蒙交界、 海拔
1400 米的村庄， 因为冬
奥火炬在这里传递，变得
沸腾了。

聊起火炬传递，该
村第一棒火炬手、65 岁
的老支书叶润兵很是激
动：“火炬来到德胜村，
是一种荣耀， 是对我们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
种认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