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蹲点三记

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也是辽河的最大支流，流经通辽市中部，河流由西向东流淌，沿河两岸地势
平坦，广泛分布着山丘草原和黄土丘陵地貌，气候干旱，植被不良，河流含沙量较大。

西辽河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传承着坚韧与活力，与自然抗衡，与贫困作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
迹，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脱贫攻坚战役。盛夏，走进西辽河畔的哈拉嘎台嘎查、哈日朝鲁嘎查、东风村，听
听频频传来的脱贫致富喜讯，感受像花儿一样的美好生活，看看洋溢着幸福的西辽河缓缓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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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辽河畔，不屈不挠的人们传承着坚韧与活力，与自然抗衡，与贫
困作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脱贫攻坚一线，有这样一
批帮扶干部，他们和贫困户同吃
同住同劳动，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以
真心、真情、真行谱写着“不是一
家人胜似一家亲”的幸福旋律，
他们是众多帮扶干部的一个缩
影。

盛夏时节，记者走近他们，
体验他们主动地、真正地沉下去
的拳拳之心，尽心尽力帮助老百
姓脱贫致富的殷殷之情，讲述他
们为百姓平安稳定、人居和谐、
邻里和睦的解民忧、暖民心的幸
福故事。

盛夏的科尔沁大地格外闷热。上午，参加
了科左后旗嘎查村“两委”班子抓脱贫攻坚工
作推进会，会后努古斯台镇哈拉嘎台嘎查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白俊胜立即赶往村部，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召集扶贫工作队成员，传
达推进会的有关精神，探讨目前嘎查里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办法，部署接下来的工作。

下午，白俊胜来到拉木阿爸家。哈拉嘎台
嘎查由巴润哈拉嘎台、苏亩哈拉嘎台、准哈拉
嘎台 3 个自然嘎查组成，共有 252 户、846 口
人，全部是蒙古族。拉木老人家住在巴润哈拉
嘎台。

“米尼呼，你额吉这两天一直念叨你来
着。”“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看你们，听说房子
漏雨，我就过来瞅瞅。”“唉，房子年头多了，有
点儿小毛病是正常，要是以前我早自己收拾
了。”“阿爸，您千万别着急，更不能自己上手，
漏雨的事我来解决。”白俊胜和拉木阿爸一见
面就说不完的话。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漏雨处，
拿手机拍下来。

拉木阿爸今年 85 岁，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兽医，帮助牧民治好过很多牲畜，是个受人尊

敬的老人。“因为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老两
口 2014 年识别成贫困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给他家安装电视接收设备，打安全饮水井、砌
院墙、铺院地等用实物扶持，同时提供免费体
检、建立健康档案、交纳商业医疗保险、办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等一系列健康保障。通过 2
年的扶持，2016 年认定脱贫。”白俊胜说。

“米尼呼，你送来的苗已经长成这么高
了。”老额吉指着菜园子里长得枝繁叶茂的土
豆说。蒙语“米尼呼”是“我儿子”的意思，老两
口亲切地召唤让旁人很是羡慕。拉木阿爸说，
自从扶贫工作队驻嘎查以来，白俊胜对他们照
顾的无微不至，不亚于自己家的孩子，他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日子久了，对白俊胜有了非
亲生却胜似亲生的感情。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这里的人们特
别注重感情。”白俊胜驻嘎查以来，真诚的对待
每家贫困户、每个人，把百姓事当家事，踏踏实
实的做，从陌生到熟悉、从信任到认可，渐渐培
养出感情，真正成为嘎查的一员。

从拉木阿爸家里出来，直奔住在准哈拉嘎
台的乌力吉达来家。途中正好路过苏亩哈拉

嘎台，一路上碰到院子里干活的、街上走的、路
边放牛的牧民，白俊胜都停下车，打招呼聊上
几句。

白俊胜说：“都是我们嘎查的，驻村 4 年
了，除了外面长期打工人员以外，从小孩到老
人我都认识。”原来，科左后旗电视台办公室主
任 的 他 ，2014 年 就 下 派 到 哈 拉 嘎 台 嘎 查 帮
扶。因为沟通能力强，工作成绩突出，2016 年
4 月被任命为哈拉嘎台嘎查第一书记。

今年 56岁的乌力吉达来是个很健谈的人，
他说，以前家里条件还不错，2016年12月，大学
毕业没到两年的儿子查出患有脑积水，为了救儿
子，他变卖了所有家当，东挪西借，花了30万元，
不幸的是孩子走了，一夜之间这个家也一贫如
洗。就在这时，白俊胜和驻嘎查工作队来了，把
他家纳入贫困户，申领了低保、产业扶贫贷款，购
买了3头基础母牛，还帮忙找了一份生态护林员
的工作，每月 1000 元工资。“没有这位‘赛音都
格’，我们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乌力吉达
来的爱人没说几句就哭了。蒙语“赛音都格”是

“好老弟”的意思。
从乌力吉达来家出来已经是傍晚了，回去

的路上，白俊胜播放一段微信语音，微信里叫
他“阿巴嘎”（汉语“叔”的意思）的人说，现在在
科尔沁区大林镇光伏项目工地打工，一天能挣
110 元，挺好的，让他放心。

“他叫海虎，是我们嘎查在校大学生，这孩
子很自立。”白俊胜欣慰地说。海虎家住在苏
亩哈拉嘎台，很小的时候母亲去世，2016 年考
上大学时，相依为命的父亲也重病在身。白俊
胜和工作队人员给海虎办理了大学生困难助
学补贴 4 万元，帮助他圆了大学梦。2017 年，
海虎的父亲病逝，白俊胜在海虎原来就享受低
保的基础上，又争取到产业扶贫款，购买了 4
头基础母牛放在他叔家代养，以此增加海虎的
收入，还申请到资产收益分红项目一头牛给海
虎名下，连续扶持 3 年，每年分红 1800 元。

结束一天的工作，白俊胜来到苏亩哈拉
嘎台工作队租的民房。他说，一年中有三分之
二的时间都住在这里，虽然不能经常回家，但
每每想起当初的 27 户贫困户，通过努力已经
有 24 户正常脱贫，看见胜利曙光的那种亢奋
再次油然而生！

走进扎鲁特旗鲁北镇哈日朝鲁嘎查，一幢
幢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水泥路整洁通畅，成
群的牛儿在草场上悠闲地吃着青草⋯⋯

哈日朝鲁嘎查位于鲁北镇西 40 公里处，
全嘎查共有 187 户。在村部，记者看到一本厚
厚的日记，翻开一页：“嘎查里的李殿军、王桂
荣夫妇因病致贫，特别是 54 岁的王桂荣，有心
脏病、骨关节病、胆囊炎等疾病，常年吃药，备
受折磨，影响生产生活，但是她乐观向上，对落
实各种扶贫政策很积极。今天给她拿了两盒
硫酸软骨素片，可以补钙、护关节、减少疼痛，
她愉快的收下了。”这是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于学林的工作日记。

从 2016 年驻村开展脱贫帮扶工作，扎鲁
特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于学林就把
家搬到了嘎查，把热情带到了嘎查，也把专业
的健康知识送到了嘎查。

“很多牧民不了解养生保健知识，小病靠
扛，大病才治，导致了因病致贫。针对这个情
况，在嘎查加强了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经常
联系相关部门开展爱心义诊活动，牧民们很欢

迎。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干劲儿，脱贫致富不
用愁。”说起哈日朝鲁嘎查的变化，于学林侃侃
而谈。

“以前，嘎查里有贫困户 118 户，没有产
业，只有草场。现在，我们利用‘三到村三到
户’项目资金 190 万元购买基础母牛 234 头，
年户均增收 15000 元，116 户贫困户稳定脱
贫，还有 2 户因病致贫，脱贫在望。”

迎着烈日，于学林和同事来到贫困户乌力
吉仓家。推开院门，土黄色的小狗摇着尾巴跑
了出来，围着于学林亲昵地转圈。49 岁的蒙
古族汉子乌力吉仓迎了出来，于学林说着刚学
会的两句蒙语和他打招呼。

这样亲如家人的融洽关系是于学林一步
步脚量、一次次登门、一遍遍沟通带来的。哈
日朝鲁嘎查是一个民族村，全村 95%以上村民
都是蒙古族，于学林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习
惯不同，开展工作有些困难。但是功夫不负有
心人，如今，连村里 80 多岁的蒙古族老奶奶都
能用汉语叫上来他的名字，小孩子们更是喜欢
围着他玩儿。

工作好开展了，就要让牧民见到实实在在
的效益。乌力吉仓骄傲的向记者介绍他家的
改变。在宽敞整洁的院子里，140 多只羊在圈
里嗮着太阳，10 多头牛被放到了附近的山上，
一头膘肥体壮的毛驴毛色锃亮。“以前我家可
不是这样，孩子上不起学，老人患病，生活困
难。这两年，于书记帮助我家解决了上学和治
病的问题，还帮我搞起了养殖，挣钱了，脱贫
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年儿子从内蒙古工
业大学毕业了，打算年底去日本留学，在这村
里可是头一个啊！”

于学林想着，不仅要帮扶贫困户发展产
业，加速脱贫，更要扶贫扶志两手抓，改变以往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观念，注重知识的力量，
像乌力吉仓一家这样，让这一代人改变生活，
让下一代人改变命运。

哈日朝鲁嘎查养殖业历史悠久，但长期以
来，只是一家一户散养，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
益低下。为推动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养
殖业发展，于学林和嘎查党支部探索建立“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牧户”的模式，决定

带领全嘎查采取以现金、草场和牛入股的方式
成立专业合作社，吸纳更多的牧民加入，走农
牧业现代化道路。

“我们嘎查有 1700 多头牛，‘单打独斗’的
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的发展了，
我们要联手脱贫，抱团致富，实现利益共享，也
提高市场竞争力。”于学林坚定地说。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从前因为嘎查
里的路不好，经常有牧民开车翻进山沟里，造
成经济损失不说，还有人受伤丧失劳动力，给
家庭带来巨大打击。想脱贫，这路必须得修，
我们跑部门、拉赞助，终于让嘎查的路平坦了、
宽敞了，大家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全
力以赴脱贫致富。”于学林的同事补充道：“为
了修路，他还拿出了自己第一书记的经费 1 万
元，又自费给村里打井、购置办公桌椅、买冰
箱。”

把大家的日子当成自己的过，尽心尽力，
精打细算，远景规划，于学林把嘎查当成了自
己的家，用心呵护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户兄弟
姐妹，每一个脱贫项目。

白俊胜：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 ●7 月 24 日 晴 哈拉嘎台嘎查

于学林：做好群众贴心人 ●7 月 25 日 晴 哈日朝鲁嘎查

岳鑫（左）一家人走访贫困户。

白俊胜（左）了解贫困户近期情况。

于学林（左）帮助贫困户查看养殖供需
信息。

这里有中国最美的山地草原，孕育着着神奇与
力量，展现着亲如一家、脱贫致富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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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凉爽的风习习吹来，劳作一天
的人们陆续从田野归来。每天的这个时候，岳
鑫就会携妻带女开始入户走访。

“看看你家猪长的咋样？”“长的好着呢，就
是价格不好啊。”“现在确实是不行，挺住了，价
会涨起来的。”简短的打过招呼，岳鑫直奔徐宝
贵家的猪圈，两个人的妻子没有跟过去，她俩
在菜园里聊得火热。

岳鑫是东风镇党委副书记，2017 年来到东
风村任第一书记。

东风村是贫困村，到2017年末动态调整前，
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43户，贫困人口基数
大。又由于东风村是镇区所在地，人口密集，人员
类型复杂。面对670户的大村，面对复杂多变的
村情，岳鑫迅速变换角色，以一名普通村干部的身
份出现在村民面前，坐在炕上、蹲在地上，慢慢唠、
细细聊，收获精准识别第一手资料。根据每户贫
困户的具体情况，他因户因人施策，从一件件、一
桩桩实事做起。渐渐地，他以真诚的态度、务实的

作风被村民所熟悉、信任。
徐宝贵原本是勤劳肯干的人，日子过得还

不错。2017 年 4 月，一纸胃癌诊断书几乎将这
个坚强的男人击垮。“一直以为就是胃炎、胃溃
疡，胃难受了就吃上几片药顶着，该干啥干
啥。大夫一说是胃癌，当时真把我吓坏了，那
得花多少钱啊？要没有扶贫政策，我真就治不
起。”徐宝贵说，是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等帮扶
政策让他有钱治病，更是岳鑫这样的帮扶干部
让他有信心把日子过下去。针对徐宝贵术后
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身有残疾的实际，
岳鑫和村干部为他家申请到了低保待遇和产
业扶贫资金，又协调到 5000 元帮徐宝贵买回
来 5 头母猪，发展庭院养殖。就在前两天，徐
宝贵还拿到了 1000 元租金收益分红。

为更好地明晰扶贫思路、促进村集体发
展，岳鑫积极参与了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广西、
贵州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深受贵州六盘水市
开展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三变”改革的启发。回村后，他多次召开村
“两委”、村民代表会议，与大家共同想办法、
出实招儿。为让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他
们商议决定把扶贫资金入股到伊赛集团建设
养殖基地，每年可得 5.28 万元的租金收益。
近日，东风村举办集体分红仪式，徐宝贵等
24 户贫困户每户分得首次分红 1000 元。

为了让自己真正地融入到东风村，更便
利地开展工作，岳鑫软磨硬泡，做通了妻子和
孩子的工作，把家从县城搬到了村里。“一开
始很不理解，驻村帮扶真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我和孩子根本指望
不上他，扶贫是大事，那也不能为了大家不要
小家了呀。”妻子刘丽丽说。随着她深入东风
村的次数增多，最初的不理解变成了对丈夫
的牵挂和全力支持。“每次来给他送生活用
品，发现他都造的不像样儿，人也瘦了。他入
户时，我也跟着去过几户，发现他扶贫这个活
儿事无巨细，还真是分不出更多的精神头儿

来照顾我们这个小家了。而且，村民也都很朴
实善良，我喜欢上了东风村。”为了让岳鑫没有
后顾之忧，刘丽丽带着女儿也住到了村里。

岳鑫说，现在他们家已经融入东风村这个
集体了，和左邻右舍的关系处的也非常好，每
天晚饭后带着老婆孩子去几家串串门，唠唠家
常、讲讲政策，和村民的感情更近了。虽然与
住在县城比，老婆孩子比以前要早走、晚归近
一个小时，多跑 50 多公里的路，但是都值得。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岳鑫说，驻村的路也许漫长，他愿意用沾
满泥土的双脚去丈量，为贫困群众脱贫、为村
集体增收奉献自己的力量。下一步，他打算在
辣椒产业上做文章，例如整合资金建设更多的
春棚，让贫困户通过育秧或出租来增加收入。

这几天，岳鑫正与百年酒业、玉王、华曙等
龙头企业和镇区的辣椒专业合作社积极对接，
争取为东风村村民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大
家通过打工增加收入。

岳鑫：一人扶贫 全家驻村 ●7 月 26 日 晴 东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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