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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镇市：展开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
文/任利生 李慧斌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
这里俗称“丰川大地”，北
通俄蒙，南接中原，是自治
区的“南大门”、京津冀“旱
码头”，深度融合了草原文
化与晋商文化，被誉为“塞
外古镇”“商贸客栈”。

2018年，丰镇市成为
自治区首批、乌兰察布市
首家脱贫摘帽市。今年，丰
镇市继续把脱贫攻坚作为
全市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来抓，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认
真落实“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要求，扎实推进各项
政策措施落地落户，既抓
好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
又抓好已脱贫人口的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取得阶段
性成果。

在丰川大地上，一幅
幅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徐
徐展开，宏伟的小康梦在
这片土地上正逐步变为现
实。

“菜单”式扶贫让贫困

群众吃下“定心丸”

丰镇市继续实行“菜
单式扶贫”———充分征求
贫困群众的需求和愿望，
贫困群众需要什么即可在

“菜单”上“点菜”，政府根
据贫困群众的需求进行

“配菜”，帮扶干部将贫困
群众需要的及时“上菜”，

做到精准有度。
今年，丰镇市制定了

《产业精准扶贫实施意见》
和《产业脱贫项目到户补
贴实施方案》，产业包括种
植业、养殖业等脱贫产业
项目共计30多项，“菜单
式”补贴资金共计投入
2040.2万元，项目按要求建
成并通过验收合格后，按
照补贴目录规定的补贴标
准予以资金补贴。贫困户
结合自身实际自愿选择适
合的项目清单实施，政府
给予项目支持、资金补贴
和技术指导。

绿康源移民新村的贫
困户张福禾在政府的扶
持下，种了25亩土地，养
了5头猪、5头牛。张福禾
介绍，他的两头小牛按照

“生产小畜”补贴政策，可
以得到6000元补助，种的
25亩玉米，每亩补贴160
元，共计4000元，分春秋
两季补给他，“春天下种
时，补贴的钱用来购买种
子、化肥、地膜等农资，到
了秋天不仅能收获玉米，
还能得到第二笔的2000
元补贴。”

同时，丰镇市将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助
力脱贫攻坚、增加贫困群
众收入的重要途径，重点
建设了60个集体经济项
目，实现了集体经济“清
零、递增”目标。2019年，丰

镇市在8个乡镇和1个涉农
办事处新建扩建或入股各
类专业合作社，实施涉及
服务业、加工业、种植业、
养殖业、制造业共45个扶
贫项目，投入扶贫资金
3537万元，覆盖带动贫困
户6088人。

官屯堡乡后营村村
委会主任尹长命介绍，
2018年，后营村种植高粱
200亩，由于没有机器收
割，生产效率低。2019年，
村里买了几台大型机械，
成立了机械合作社，瞄准
市场种田，开始发展集体
经济。“我们力争2019年
底突破10万元的经济收
入，2020年底争取达到30
万元，实现脱贫攻坚产业
项目长效收益机制。”尹
长命说。

今年，丰镇市还将加
快推进2个扶贫产业园建
设，扩建丰西扶贫产业园，
新建丰东扶贫产业园。目
前，丰东产业园计划总投
资10.09亿元，已引进8个板
块、9个项目落地，安排种
植经济林2万亩、中药材
5000亩，建设柠条加工、果
品加工、脱水蔬菜、生态旅
游、肉牛和奶绵羊养殖等
项目，通过吸纳贫困人口
务工、资产收益、设置公益
性岗位等，可带动贫困人
口2600多人就业，人均增
收1500元-2500元。

实现从“输血式”帮扶

到“造血式”发展

2019年，丰镇市大力推
进产业扶贫，进一步把贫困
群众吸附在产业链上，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
发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
帮扶到“造血式”发展的转
变、从“基本脱贫”到“稳定
脱贫”的转变。

官屯堡乡小庄旺头东
沟村村民高红瑞说起现在
的生活，笑得合不拢嘴，在
政府的支持下，他依靠养
牛实现了脱贫，“现在养了
8头大牛、7头牛犊，根据政
策，产1头小牛，政府补贴
3000元。这样的话，今年我
能挣六七万元！”在高红瑞
看来，虽然现在政策好，政
府给的补贴也很高，但是
实现脱贫还是自己的事
情。下一步，他将扩大养殖
规模，靠自己的劳动奔向
小康。

为了帮助贫困户解决
就业问题，丰镇市还积极
引进企业为他们提供就业
岗位。内蒙古绿康源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
家，该公司与贫困户签订
劳务合同，贫困户到公司
打工，同时公司积极鼓励
并指导贫困户开展畜禽养
殖。

内蒙古绿康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美兰

介绍，公司目前采用“一园
一基地+互联网”的经营发
展模式和思路，为当地群
众解决了200多个就业岗
位，带动当地30余户发展
生猪养殖业，为农民年人
均增收3万余元，真正实现
了农民在家门口也能赚到
钱的愿望。

今年，丰镇市还将开
展“脱贫之星”评选表彰活
动，旨在形成长效的正向
激励机制，计划评选表彰
450-500人，给以生产奖
补。同时，建立“爱心超
市”，采取“贫困对象以表
现换积分，用积分换钱物”
的帮扶方式，让脱贫户树
立自强自立、自力更生、不
等不靠的信心。

培养一支有担当的扶

贫攻坚队伍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丰镇市注重在脱贫攻坚一
线培养、识别、选用干部，
全力打造一支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值得信赖的脱
贫攻坚队伍。

“来驻村吃苦受累，但
扶贫工作有成效，我们就
觉得值得！”虽然住在简陋
的屋子里面，但丰镇市水
利局驻官屯堡乡官屯堡村
工作队队员们没有怨言。
他们屋子里摆放了5张单
人行军床，旁边一张桌子

和一个立柜上满满当当摆
着各种材料。

“探民心、解民情、收
民意、办实事”是驻官屯堡
村工作队的首要任务。队
长马维亮用近半年的时间
走访了全村480户，因为天
天为村民跑腿办事，老百
姓给他起了一个“跑腿书
记”的绰号。

盛夏时节，丰镇市隆
盛庄镇雨水较多。为了让
村里住在破旧房屋的老人
们搬进移民房，丰镇市编
办选派到隆盛庄镇大东营
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的陈钰多次入户
动员，但仍有部分村民不
愿搬迁。一天夜里突降大
雨，村民高拉麻所住的房
屋出现险情，为保障老人
的安全，陈钰连夜将老人
安置到了村委会空置的房
间里，并为老人拿来了生
活用品。第二天高拉麻的
儿女过来时，旧房的房顶
已经塌陷，他们看到自己
的老父亲安然无恙，连连
向驻村工作队道谢。

陈钰说：“我深知扶贫
工作任重道远，入村之初
我就告诫自己，要带着两
颗‘心’开展工作，一颗是
责任心，要挑起担子，埋头
实干；一颗是平常心，要消
除看客心理和镀金心态，
与村班子和党员群众融为
一体，破冰攻坚。”

8月23日，由涂们执
导，赵晏明、万军担任制
片，涂们、伊力琦编剧，蒙
古族演员萨仁高娃、阿尔
德那、阿茹娜主演的电影
《呼伦贝尔城》登陆院线，
与观众见面。电影讲述了
发生在清代的一段真实历
史事件，一个有关鄂温克
族“亡存绝续”的传奇故
事，展现了草原人民众志
成城，守护边疆的家国大
爱。

坚韧的民族精神

作为演员，涂们可谓
是“硬汉老炮”，他主演的
电影《悲情布鲁克》当年轰
动一时。他更几度在影视
作品中出演成吉思汗。

2017年，他凭借电影《老
兽》拿下最佳男主角。

《呼伦贝尔城》是他的
导演处女作。

当了几十年
演员，涂们第一
次当导演就获得
了第22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电影频
道传媒大奖最受
传媒关注新人导
演奖。涂们，呼伦
贝尔人，鄂温克
族。电影《呼伦贝
尔城》展现的正
是草原历史上一
段可歌可泣的悲
壮故事。

“我们有义
务让更多 的 人
知道，我们国家

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华
民族的每一个人用生命
和鲜血保卫下来的。”涂
们说，在历史的长河里，

鄂温克族人民为保卫祖
国疆土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他们对生命的态度，
对爱情的渴望，对誓言的
承诺以及对战争的无奈
都需要被铭记。

作为一部独特的中国
民族主义爱国历史传奇影
片，《呼伦贝尔城》不仅反
映了鄂温克族的坚韧文化
和民族精神，更是将视角
聚焦在战争背后的女人身
上，以少见的妇女抗争题
材表述着鄂温克人对于生
命的通达与执着。

《呼伦贝尔城》由呼伦
贝尔市维纳圣泉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深圳市众妙娱
乐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
阿尔格勒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霍尔果斯巅
峰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发
行。

草原的不朽传奇

鄂温克族现在有3万
多人口，在清朝时被称为
索伦部。它是世界上最早
被称为“战斗民族”的族
群。鄂温克族几乎参与了
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比较大
的抵御外侵的战争。到清
末时，鄂温克族男人都上
了战场，只留下老人、妇人
和小孩，造成民族人口急
剧下降。

为了边疆的安定，草
原上的男人们骑上骏马出
征，奔赴西北边疆补营，清
剿匪患，安抚边民。草原上

的女人默默守候的同时，
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在大
将军遗孀那丹的带领下，索
伦部的妇女们长途跋涉，历
经苦难，为部落的繁衍生息
抛洒热血。这段中华大地上
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但他们身上的勃勃生机，却
永远流传下来。

在战争背景下，不只
是前线的男性被称作英
雄，其背后那一个个充满
民族大义的女性也亦可称
为英雄。《呼伦贝尔城》通
过诰命夫人那丹带领索伦
部妇女们历尽艰险前往战
争前线“取孩子”，展现了
战争背后的动人故事，从
侧面来诠释战争的残酷，
弘扬了“战斗民族魂”，还
原了草原史诗。

涂们导演处女作《呼伦贝尔城》上映
文/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马丽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