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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佳丽

驱车穿过喧嚣的市区，沿着大青山脚下的柏
油路蜿蜒而上，从前坡绕行到后坡，吐翠的草木日
渐稀少，顿觉荒凉了许多。

蓦地，一片浓郁的绿意直直地闯入眼帘：几间
平房，几位穿着像是建筑工人的男子，还有一群大
鹅……忽然出现的场景让人心生疑惑：他们是干
什么的，为何这里满眼绿色？

进入回民区霍寨村，一位健壮的老人热情地向
大家挥手致意，晒得黝黑的脸庞上满脸笑容。“来，
我们绕着这里走上一圈，给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的景
儿。”他叫裴兰锁，是这几间房的主人。在前面领路
的他步履矫健，很难猜到他今年已经70岁了。

李子树、葡萄藤、海棠果树……在新建的水泥
台阶旁，各类果树正在迎风摇曳，若走近了看，能
看到枝丫上密密麻麻结着的小果子。仰头眺望半

山腰，云杉、金叶榆、杨树……各种绿互相映衬，显
得尤为好看。“这一片都是我种的，2013年就开始
种上了，现在种绿28亩啦！”裴兰锁很快就打开了
话匣子，“我小时候就在这一片放羊，山也是这么
绿。后来，这里开了不少白灰厂、水泥厂，慢慢就
开始荒了，沙子也开始扬起来了。”

据老人回忆，当年他任职于内蒙古第三建筑
工程公司，是一位出色的泥瓦匠。由于他坚持抓
质量，让当时的“凑合组”变成了“先进组”，被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党和政府给我的荣誉，我一
直记在心里，做工作就更卖力了。后来退休了，我
想着也不能啥也不奉献呀，就想到了这片山。”

刚巧，这里的一个白灰厂面临倒闭，裴兰锁就
把它盘下来了，一边接一些小工程，一边开始在房
子周边种起树来。对于一个泥瓦匠来说，种活树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土里全是白灰，种上树就旱死了。石头还
特别多，挖一个树坑特别费劲。”裴兰锁第一次种

树，成活率仅有50%。看着花高价买的苗子就这
样死了，他心里别提有多难过。

门外汉没经验，那就请教有经验的人。裴兰锁
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他花重金请来了几个植树专
家，经过几次验证，得出了一个方法：树坑周围的石
头要全掏出来，白灰子渗得厉害的地方，土必须要
换掉。于是，他就找人去市里的建筑工地上拉土，
把土精心地筛选几次后，再小心翼翼地用来填苗。
这样一来，树是能种活了，但是特别费水费人工。

“他退休这点工资，再加上全国劳模发的津
贴，全被拿来种树了，为了浇树还特意打了一口
井！”裴兰锁的侄子裴兴胜心直口快，坦言家里人
都不太同意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种树，既怕他身
体吃不消，又觉得花费太多。

裴兰锁呵呵一乐：“我认定的事情肯定要干
成。以前当泥瓦匠的时候，大家就说我是‘倔脾
气’。现在种树，我想再倔一次，一定要把这一座
山都种绿！”

裴兰锁：“我要把这座山都种绿”

◎画中话·HUAZH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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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28 日讯 （记者
李文明）记者从锡林郭勒盟农牧
业局获悉，近日，全区第一个利
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组建的草原鼠虫害专业化防治
服务队在锡林郭勒盟成立。锡
林郭勒盟专业化防治服务队的
成立将极大地提升锡林郭勒盟
草原鼠虫害防治能力，迅速压低
鼠虫密度，有效遏制草原鼠虫的
危害，使草原植被得到不同程度
的恢复，有力推动锡林郭勒盟现
代化畜牧业的发展。

本报5月28日讯 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在推动精准脱贫攻坚
工作中，注重发挥驻村第一书记的
作用，在精准培训、日常管理、保障
机制上持续发力，对全县120个行
政村的第一书记进行全覆盖、立体
化培训，并严格落实考勤签到、请
销假等制度，着力提升第一书记业
务水平和履职能力，确保第一书记

“驻”村更“助”村。 （徐国栋）

□韩茹

耕种大忙季节，家住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昭君镇吴四圪堵村麒麟壕社的
吕小和穿梭在自家饭店里，忙得不亦乐
乎。

2015年，吕小和患了肌肉萎缩症。
这之前，老伴儿因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等病症，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吕小和
家成了麒麟壕社4户贫困户中的一户。

精准扶贫工作队来了。“政府不但
给我们盖了新房，还送来了 8000块产
业资金和4只基础母羊，我拿这些钱又
买了1头母猪和2头肉猪。”吕小和说，
新家就在运煤专线上，路上那么多来回
跑车的煤车司机，何不开家饭店？说干
就干。吕小和索性把自己的土地都承
包出去，老两口一心一意搞养殖、做买
卖。

饭店开张以来，生意一天比一天
好。在这条运煤专线上，过往车辆多，
几乎一天24小时都有来往车辆，饭店差
不多一天 24 小时都在营业。2017 年
底，吕小和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
有了积蓄，一年纯收入在10万元左右。
今年，他又在饭店旁边盖起了小旅馆，
马不停蹄地扩大规模，专门供煤车司机
住宿休息。

“一天最多也就能休息3到 4个小
时。”吕小和说，“忙不过来。旅馆要是
开始营业，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自己
和老伴儿都上了年纪，老这样身体会吃
不消。”他打算在旅馆投入运营时，雇佣
当地贫困户来打工。这样一来，还可以
帮助一部分贫困户在不耽误农活儿的
前提下打工挣钱。

现在，大伙儿只要提起吕小和，都
竖大拇指夸道：“好政策加上好脑子，曾
经的贫困户，如今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
人！”

［ 消息树 ］

贫困户变身
致富带头人

◎直播Live·ZHIBOLIVE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走进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前黑村
村民李东家，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建筑
映入眼帘。尽管木质窗框外面糊着一层
塑料布，但是家里面却整洁干净。

“一看我家这条件，就能知道前些
年的光景不好过。”说起以往的辛酸，李
东的情绪有点低落，“家里两口人，就靠
5亩 4分地维持生活。后来我又得了

病，腿脚不好，眼睛视网膜脱落，几乎什
么活儿也干不了。”

2016年，李东成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同年7月，科尔沁区给25户贫困户
每户两头基础母猪，李东是其中的一
户。“自从养上了这两头母猪，村里的干
部们经常带着技术员来传授养殖技
术。差不多一年，我就基本出徒了。第
二年，两只母猪就下了25只小猪仔，以
每只600元的价格卖了21只，年底又
卖了2头育肥猪，每头2500块。当年

我家就收入1.5万多块，家里的生产生
活条件一下子改善了，这两头基础母猪
让我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李东的
声音明显欢快了起来，他一边说，一边
带着记者参观家里的猪舍和驴舍。

“去年卖了猪仔后，我花了1.25万块
买了2头母驴，到家就下了2头小毛驴。
今年春天又下了13只猪仔，现在家里猪
和驴总价值达3万多块，这还不包括即将
出生的一窝猪仔。”李东越说越兴奋。看
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今年春耕播种，李

东干得格外起劲儿。一开春，他就全种
上了玉米，秋后给猪和毛驴当饲料。

今年，科尔沁区鼓励和确保贫困群
众真正参与到脱贫攻坚各个环节，组织
和帮助贫困群众自己制定脱贫规划和
脱贫计划，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
和监督，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同时，有
针对性地加大对贫困群众生产技能的
培训，每个贫困家庭都有一名劳动力掌
握1至2门致富技术，力争实现“培训一
人，脱贫一户”。

“扶贫先扶志，还要扶智。”连续3
年包联帮扶钱家店镇四方地村的科尔
沁区残联副理事长白青龙说，让贫困户
有一技之长，是持续脱贫的关键点。

去年12月，科尔沁区残联与通辽市
乘人之美手工艺公司合作，推行“合作
社+贫困户+残疾户”的精准脱贫模式，
成立了科尔沁区追梦种植农副产品手工
艺品专业合作社，其中29户社员都是四
方地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和残疾人。

白青龙很看好这个扶贫模式，他打

算下一步将四方地村的模式推广到科
尔沁区残联在钱家店镇包联的其他两
个村。“当然不能止步于此，之后我们还
要再考察其他更多类似的项目，让他们
都能通过一技之长实现自身的价值。”

如今，通辽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
2013年底的 44.6 万人减少到 2017年
底的5.6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2.5%下
降到了3%。“现在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
想，日子越来越红火，幸福感蹭蹭涨！”
李东对未来充满信心。

技能手中有 脱贫不用愁

“我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张慧玲

眼下，我区进入精准脱贫攻坚啃硬骨
头、攻城拔寨的时期，要打好打赢精准脱
贫攻坚战，不仅需要为贫困群众“输血”，
解决迫切的生产生活之需，更要注重有针

对性地扶志与扶智，通过自身“造血”巩固
“输血”的成果，才能彻底拔除穷根、消除
贫困。

贫穷和愚昧往往具有共生关系，尤
其是现阶段的大多数贫困问题，表面看
是物质性贫困，究其根源则在于缺乏“人
穷志不穷”的精神和改变贫困现状的知

识、能力和手段。因此，要舍得投入资
金，积极为贫困群众搭台清障，提高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坚定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信心，鼓舞斗志，增强其“自我
造血”功能。

通辽市科尔沁区改“授人以鱼”为“授
人以渔”，发展特色产业，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是通过转
变贫困群众的惯性思维，变“索取”为“自
取”，不再守株待兔。

给钱给物，能解一时之困。扶志扶
智，才能治懒治愚，拔掉穷根。越是在攻
城拔寨的关键时期，就越要充分发挥“志
智双扶”的重要作用。

志智双扶强底气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李文明）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业厅获悉，我区从今年
起开始实施农牧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加
快农牧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力争到
2020年，全区认定的家庭农牧场达到3万
个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每年增
长10%以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达到
8000个以上，构建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
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

近年来，我区在发展龙头企业、产业化
联合体、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农牧
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文
件，经营主体也有了蓬勃发展。到2017年
底，全区已认定的家庭农牧场达到10325
家，注册登记的合作社8.21万家，全区销售
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1802家，农牧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1200
多万亩。

为进一步扶持家庭农牧场健康发展，
推动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提质增效，提升农
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服务能力，促进小农牧
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全区各地
采取多种形式，对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
年农牧场主和农村牧区实用人才进行培
训。同时，引导经营主体通过土地草原流
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
服务平台，做好土地流转服务。此外，在财
政税收、用地用电用水、农牧业基础设施、
金融信贷、保险保障、营销市场、人才科技
等7个方面，我区将进一步明确对新型经
营主体的具体扶持政策。

我区认定家庭农牧场10325家

本报5月 28日讯 （记者 施佳丽）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厅获悉，由于疣鼻天鹅
已经进入集中孵化繁殖期，乌拉特前旗森
林公安局高度重视，加大对乌梁素海及周
边湿地的巡护力度，并对天鹅孵化核心区
实行24小时监控和守护。

乌梁素海是历史上黄河改道形成的河
迹湖，湖区面积293平方公里，是欧亚大陆
鸟类迁徙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二级保护
鸟类疣鼻天鹅的重要繁殖地，被誉为“疣鼻
天鹅之乡”。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投入32
亿元，实施生态补水、控源减污、修复治理
等工程，湖区污染程度有所减轻，整体水质
接近地表水五类标准，局部区域水质达到
四类标准。

据观测数据显示，每年有600多万只
野生鸟类在乌梁素海湿地栖息。目前，有
大约 600对疣鼻天鹅在乌梁素海停留栖
息，其中200到 300对天鹅进入集中孵化
繁殖期。为了让这些鸟儿顺利“生儿育
女”，乌拉特前旗森林公安局根据乌梁素海
区域划分，由西山咀、乌梁素海、大佘太、新
安4个派出所组织精干警力及护林员分别
负责，确保巡护全面无死角。同时，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深入乡村集市、社区、校园进
行密集宣传，建立健全全社会参与保护野
生动物的联动机制。

据统计，保护候鸟专项行动期间，乌拉
特前旗森林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72人次、
警车157次，救助保护动物7只。辖区实
现了猎捕、杀害、贩卖等破坏野生鸟类资源
案件“零案发”，为候鸟等野生动物创造了
安全的栖息和生活环境。

乌拉特前旗
为疣鼻天鹅“生儿育女”保驾护航

◎新作为·XINZUOWEI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施佳丽
韩雪茹 摄影报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蘑菇。
菌类不是都在菌棒上培育的吗？它
叫什么名字？”菌盖凹凸不平、状似蜂
窝，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耗赖山乡的
一栋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站在泥土中
的蘑菇着实令人惊讶。

在一片好奇声中，呼和浩特蒙禾源
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瑞才微笑着介
绍道：“它叫羊肚菌，是我们公司刚刚培
育成功的新品种，属于一种珍稀的食药
用真菌。既有食用价值，也有药用价
值，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能够抗真菌、

抗病毒。市场上鲜菇的价位在每斤
200块左右，干菇能卖到800多块钱一
斤，一个棚的收入就达3万元！”

和食用菌打了30多年交道的高
瑞才对这批培育成功的羊肚菌格外
珍视，每天都要来大棚跑个四五趟
儿，温度高了就抓紧降温，缺阳光了
就起棚补光。“去年冬天就开始试验
了，从种子的分离、提纯到复壮，花费
了不少心思。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
是要管理到位，这类菌对环境变化太
敏感了，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

目前，羊肚菌在呼和浩特蒙禾源
菌业有限公司培育成功的消息引起
了中科院的关注，这标志着武川县在
食用菌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突破。

羊肚菌丰收了

实验室里保存的种子。

羊肚菌喜获丰收。

站立在泥土
中的羊肚菌。

■〖脱贫·全纪录〗QUANJI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