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去哪了？为什么
不陪我们一起过年？”正月
初四，鄂尔多斯交警支队杭
锦旗交警大队民警吕亮二
周岁的儿子歪着头问妈妈。

“爸爸在值班，不能陪
我们过年，爸爸是为了守
护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家
庭过好年……”妈妈告诉
儿子。

农历己亥猪年对于38
岁的吕亮来说，已经是他

春节连续值班的第15个年
头了。

正月初四，大家还沉
浸在春节的欢乐氛围中，
吕亮却起了个大早走向值
班岗位。在巡查过程中，吕
亮和他的同事们时刻注意
着路上的车况，对违规的
司机进行劝导或者处罚。

“干交警这个工作，苦
和累我们已经习惯了。很
多司机都能够理解和配合

我们的工作，但有时候难
免会遇到一些司机恶语相
讽，有时还会有人身攻击。
妻子和家人的理解支持，
是我工作的动力。”吕亮告
诉记者，春节是个团聚的
节日，但作为一名交通警
察却不能在这样的日子和
家人团圆，为了大家的团
圆，他们是在一次次的巡
逻中、一次次的指挥交通
中度过的。

“这是你要的饲料和
麦麸，你清点一下。”2月
18日下午，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额克百戈丽电商
老板额尔德木图冒着纷
纷扬扬的大雪，驱车32公
里来到苏米图苏木小额
尔和图嘎查，将牧民苏雅
拉其其格采购的物资免
费送货上门。

春节期间，鄂托克旗
额克百戈丽电商快递和
物流爆棚，由于配送员春
节放假，老板额尔德木图
亲自干起了配送员的营
生。记者注意到，额尔德
木图的车里装得五花八
门，有农牧民购置的日常
用品、冬储的饲草料、家
用电器，都是农牧民急需
的物品。额尔德木图早早
出发，这样一天跑下来，
要绕经几个嘎查，在乡村
路上行驶近300公里，才
能配送完一车货。

鄂托克旗额克百戈

丽电商同时承揽配送当
地农牧民在淘宝、京东等
各大网购平台的快递、物
流，与全旗邮政、圆通等
15家快递 、物流公司签
订协议，解决了农牧民网
购只能到镇里的问题，为
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截至目前，已
经覆盖鄂托克旗境内6个
苏木镇、75个嘎查村，甚
至已经延伸到路边的农
牧户。

在电商的助力下，像
苏雅拉其其格一样的不
少贫困户逐渐甩掉了穷
帽子，过上了好日子。

“嘎查里的牧民住得
比较分散，以前买点生活
生产资料或者取个快递都
要搭车前往乌兰镇，一来
一回60多公里，非常的不
方便。自从有了电商，买东
西便捷了很多，卖东西也
有了销路。只要我发个语
音或者拍个照片发到电商

平台，就可以把想要买的
东西送到家，想卖的牛啊
羊啊也能卖出去。这在过
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苏
雅拉其其格说着打开手机
给记者演示，在“额克鄂托
克”公众号上，把想要购买
的东西列一张清单，拍张
照片发到平台，立刻就有
人作出了回应。

鄂托克旗额克百戈
丽电商负责人额尔德木
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电商平台对内为农牧民
提供便捷服务，对外将农
牧民所生产的产品通过

“额克鄂托克”平台向全
国市场进行销售，拓宽了
当地绿色农畜产品的线
上销售渠道。同时，电商
平台还纳入了当地贫困
人口信息，针对贫困户寄
送快递、发布产品信息不
仅分文不收，还通过其他
各种渠道帮助贫困人口
增收致富。

正月的苏尼特草原寒
冷依旧，瑞雪给草原盖上
了一床白色的“薄棉被”。
一群羊在雪地里觅食，牧
民苏和拿着手机，通过网
络直播羊群的动态。

“这两年，我把牧场搬
到了互联网上，通过微信
和直播平台销售羊肉，在
国内已拥有许多固定客
源。”苏和说。

“80后”蒙古族小伙
儿苏和是内蒙古自治区
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
镇那仁宝拉格嘎查牧民。
头脑灵活的他，2012年开
始单枪匹马闯市场，推销
自家养的苏尼特羊。“过
去是用车拉着羊去周边
城市推销，成本高、肉价
低，一年挣不上几个钱。”
苏和说。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深刻改变了草原牧
民的生产生活，他们在网
上聊天、购物、追剧，还通

过移动互联网将草原上的
优质畜产品销售出去。

从2015年起，苏和通
过微信和其他互联网平台
做推广和销售，逐渐打开
了羊肉销路。“网络可以把
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每
年都有很多北京、上海等
地的消费者通过网络向我
订购羊肉，尤其是过年前，
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苏和说。

消费者通过微信等网
络平台下单后，苏和会根
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将羊
肉分割，精心包装快递到
顾客家里，顾客坐在家里
就能享用到正宗美味的苏
尼特羊肉。目前，苏和每年
都能销售苏尼特羊3000多
只。

2016年3月，苏和带领
7户牧民成立了“苏和牧民
合作社”，带领牧民一起增
收致富。

朝格图是那仁宝拉格

嘎查贫困户，去年他加入
苏和牧民合作社。合作社
不仅把他的羊都高价销售
出去，年末还给朝格图价
值3000元的饲草料作为分
红。朝格图说：“过去我们
只能将羊卖给附近的屠宰
场，价格比较低，自从加入
苏和牧民合作社后，我们
自己就能将羊卖到全国各
地，收入翻了近一番。”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
客，苏和牧场对销售的羊
肉品质要求非常严格。他
们采用传统放牧养殖与现
代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对养殖的每个过程严格把
关，对羊肉加工、包装等过
程也都认真细心对待。

“我们销售给顾客的
羊肉都是从合作社牧场挑
选的最优质的苏尼特羊
肉，只有保证好的品质，才
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才能
带动牧民持续增收。”苏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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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满温情的爱心汤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2月16日，星期六。锡
林郭勒盟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职工康青拎着几盒
汤圆，再次来到锡林浩特
市第五小学贫困学生刘
雨杰家里。

刘雨杰和刘雨芳姊
妹俩是苦命的孩子。当两
个孩子还未懂事的时候，
母亲离家出走，不久后，
积劳成疾的父亲也扔下
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孩子
撒手人寰。

此后，身有残疾的程
桂芝老人和两个苦命的孙

女儿相依为命，在一间简
陋的小平房里，靠着好心
人的救济，把孩子们抚养
长大。俗话说祸不单行，好
不容易等到了孩子上学，
刘雨芳又查出患有轻度智
障，只能上特殊学校。

2014年，两个孩子陆
续上了学。对于没有经济
来源的程桂芝老人来说，
这是何其的困难。恰在此
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康
青了解了一家人的困难
后，立即决定资助他们渡
过难关。如今，已经过去

了5年，康青的资助从未
间断。为了让孩子们安心
上学，康青还积极协调，
为祖孙3人解决了一间公
租房，于2018年末帮着他
们搬到了楼房里。

“这是孩子们在楼房
里度过的第一个春节。看
着孩子们的笑脸，我真是
打心眼儿里高兴。真是太
感谢你了。”程桂芝老人
握着康青的手，双眼噙着
泪水。

“ 老 康 是 个 好 心 人
啊！”很多人提起康青，都

会竖起大拇指，说上这样
的一句话。

这些年来，康青帮助
过的人很多。2008年的冬
天，康青从苏尼特左旗回
锡林浩特的路上，遇见一
起车祸。他二话不说，立
即冲向严重变形的小车，
将唯一一名幸存的小女
孩儿救了出来，驾车送到
了医院。救援过程中，由
于车体严重变形，他的手
臂被玻璃残渣划出了一
道道血口子。在医院，孩
子的父亲找到康青，哽咽

着说：“我爱人和小女儿
已经走了，要不是您及时
救援，我连大女儿都留不
住。”看到康青也受了伤，
孩子的父亲立刻拿出一
沓钱表示感谢，却被康青
婉言拒绝。

康青夫妇俩都是普
通工薪阶层。曾经在公安
边防部队服役16年的经
历，让康青始终保持着革
命军人的爱民初心。只要
遇到群众需要救助，他总
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也正因为如此，他被授予

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个
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
誉称号。

“谢谢康大爷，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孝敬奶奶，做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临别
时，刘雨杰对康青说。

“只要你好好学习我
就心满意足了。有什么困
难，一定要第一个给大爷
打电话啊。”从孩子家里
出来，康青表示，一定会
竭尽全力帮助这俩孩子
完成学业。

吕亮：坚守岗位15年
文/本报记者 范亚康

苏和的云牧场
文/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哈丽娜

电商敲开致富门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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