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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土左旗坚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和脱贫攻坚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农村实际，
把握农民特点，不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带动
形成良好乡风民风，助力脱贫致富。去年，土
左旗被自治区党委、政府命名为自治区第四届
文明城市，毕克齐镇杨家堡村被中央文明委命
名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同时，土左旗获得
了全国卫生县城、自治区双拥模范旗和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土左旗全力播撒
精神文明的种子，让“乡风文明”的美丽之花
盛开在土默川大地，结出“让群众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
扶贫硕果，在精神扶贫中筑起“乡风文明”建
设的新高地，实现物质富有和精神富足联动
推进、同频共振。

实施环境综合整治
让农村人居环境美起来

干净整洁的水泥路，窗明几净的房屋，优
美宜居的庭院，一面面精美的家规家训牌，一
幅幅生动的新民风宣传墙画⋯⋯走进土左旗
的一个个村落，就像是置身于一幅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之中。

土左旗的乡村新图景缘于创新推进的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土左旗农村人居环境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同时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细
化创建思路，优化基层治理，紧紧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贴合群众所盼、所需、所
乐，不断改善和提升精神文明创建形式。值
得一提的是，土左旗将综合整治和专项整治
有机结合，突出抓好亮点宣传和示范引领，形
成了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和经常抓、抓平常、
抓日常的工作机制。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行路难、吃水难、如
厕难、垃圾乱堆乱放、危房旧房等“老大难”问
题，土左旗先后投入 5 亿多元，实施乡镇、行
政村通柏油路、自然村之间通水泥路工程。
截至 2017 年底，乡镇、行政村柏油路通车里
程达 1052 公里，自然村之间全部实现水泥路
互通。另外，加大改水力度，让全旗 32 万农
民群众全部喝上了卫生干净的放心水。就如
厕难和随地大小便的实际情况，土左旗新建
改建厕所 596 座，由旗政府和乡镇出资，组织
车辆清运农村各类垃圾 121 万立方米。在全
旗 296 个 村 庄 进 行 了 危 房 改 建 ，共 改 造
15770 户，真正让农民受益。

现在的土左旗乡风文明氛围佳、村容整
洁环境美。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各村聘用
保洁员、护林员对街道卫生、花丛树木进行定
期清理、养护。同时，积极发挥党员、村组代表
的作用，让志愿者认领绿化养护责任田，义务
除草，保持绿地整洁，定期对村内环境卫生进
行清扫，做好美丽乡村后续管理。村委会还为
每户村民发放了垃圾收集、清运小推车，从点
滴细节入手，让文明生活新风尚逐步形成。

“现在环境美了，村里还给发垃圾桶，我
们也有了在城里生活的感觉。”朱尔沟村的云
吉大娘一边翻晒玉米，一边笑着对笔者说。
如今，看着换了新颜的村子，云吉放弃了离开
村子追随女儿去市区内定居的念头，选择了
留守，因为这里正如朱尔沟村文化墙上的标
语所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朱
尔沟村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加之环
境综合整治的实施，使村子真正融入自然，让
村民真正体会到人在村里、村在景中的意趣。

土左旗还把以“诚、孝、俭、勤、和”为核心
的新民风建设融入到农村环境整治中，将环
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把保持卫生融入家规
家训，统一制作、张贴精美的宣传牌，加强文
化传导，营造全民共建卫生环境的良好氛围。
从“政府主导”变为“居民自治”，从“项目策
划”进步为“文化熏陶”，让环保成为农村居民
自发行为。

不仅要加大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力度，还应注重培育村民的自觉保护行为。

“以前村里的人上街一看就是‘乡下人’，现在
通过环境整治，房子改好了，环境变好了，大
家穿着都讲究起来了，人也跟着精神起来。”
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新营子村书记李虎虎

说，随着环境的改变，到新营子村周边景区旅
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让农村社会风尚好起来

土左旗什兵地村，有栋在老宅旧址上重
建的大院，院内两面墙壁上醒目地悬挂着铭
刻祖训的竖匾：“齐才子乐厚德传家久，高升旺
长自强继世长”，这便是土左旗“铭娜阁”家史
馆。2017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市十大时代新事
的“铭娜阁”家史馆，是土左旗“好家风好家训”
的教育基地，经常开展各类传承学习教育活动。

类似于“铭娜阁”家史馆这样的教育基地
在土左旗还有很多，利用这些基地，通过综合
运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等方式，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家教之中，在强化乡村
教育引导、传承家风家训的过程中，不断涵养

出清风正气，形成向善、向好、向上的精神风
貌。同时，土左旗还把传承家风家训与创建

“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和“乡风文明大行
动”紧密结合起来，命名表彰了一批“文明家
庭”“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示范户”，推动了
乡风文明建设稳步健康发展。以农村社区为
平台，土左旗还建立了农村志愿服务组织，广
泛开展邻里互助活动，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
妇女、留守老人，关爱因病、因残导致的残缺
家庭、单亲家庭子女作为重点，亲帮亲、邻帮
邻，互帮互爱、守望相助，从而营造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的选树更可
以催人上进。树立文明乡风，推动移风易俗，
必须让广大农民群众学有榜样、赶有方向。
为此，土左旗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引领示范
作用，逐渐达到了以点带面、带动一片的效
果，树立看得见摸得着、可亲可敬、能学来学

到手的身边典型，带动和激发群众见贤思齐、
争做好人的热情，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农村文明新风。近年来，土左旗连
续评选表彰了三届道德模范共 43 人，美德少
年 30 名，十大时代新事 20 件；评选表彰“最
美系列”人物 10 类 100 名，评选表彰土左旗

“十星级文明户”200 户。通过典型选树，促进
新农村新风尚的形成，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
气。与此同时，土左旗强化制度约束，在各村
建立明确的“村规民约”，在村规民约中加入移
风易俗的内容，深入开展村规民约“大家提、大
家议、大家定、大家守”活动，推动以村为单位
修订村规民约。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乡村自我管理
组织，负责村民事务纠纷的调解、监督与服
务，治理村民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酗酒赌博、
薄养厚葬等陋俗恶习，在全旗形成除陋习树
新风的可喜局面，让文明乡风传承致远。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土左旗创新载
体和方式，增强核心价值观的针对性、覆盖面
和实效性，相继制作了《美丽土默特左旗》《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手册》《弘扬乡风文明助
力脱贫攻坚》宣传册以及《文明让生活更美
好》等电视宣传片；制作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题的靠枕、瓷器、茶具，以家风家训
为主题的抱枕、全家福、牌匾书画等，就连折
叠小板凳、小垃圾桶、塑料抽纸盒、纸巾、水
杯、小水桶、手提袋等日用品，都烙上了新时代
的正能量元素。在土左旗每个村镇的“文化
墙”上，既有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彩色
喷绘，又有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绘画与书法；
在村镇的主要街道上，还设有颂扬本地孝老爱
亲、好婆媳、好邻里、好村民典型的“星级文明
户”事迹栏、“善行义举四德榜”。各种小制作、
文化墙，用鲜明的主题、精彩的故事、生动的形
象，有效助推了乡风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

加快乡村文明建设步伐
让农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党的政策好，自己也要勤奋才行。”在土
左旗白庙子村，听完“乡风文明助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巡回宣讲报告会，村民王福福有感
而发。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近年来，土
左旗积极传播党的声音，紧紧围绕“建设文明
乡风，助力脱贫攻坚”这个主题，以“土默川讲
堂”为龙头，基层大讲堂为重点，各类特色讲
堂为基础，开展了大量的对象化、分众化、互
动化的理论宣讲。全旗共组建了由 16个部门
组成的土默特左旗“哈布尔音呼日”宣传服务
队，走进基层，深入群众，开展了大量脱贫攻坚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宣讲以及脱贫典
型故事进村分享。在土左旗电视台、《土默特
报》、敕勒川之声广播电台、“土左旗发布”微博
微信、“爱土左”手机客户端等媒体刊播典型事
例和相关政策解读累计 2000 多条次，使贫困
户对党的扶贫政策知晓率得到有效提升。

通过举办“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
“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种家风评选活动，引
领带动村民争创优良家风，将家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思想道德意
识，不断践行“崇德向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家规家风家训的传承中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截至目前，在土左旗农村共建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示范阵地 86 个，道
德讲堂和小广场 296 个，小戏台 210 个，四德
榜 210 多个，宣传栏、宣传墙 560 面。共创建
了 3 个国家级文明村镇，11 个自治区级文明
村镇，6 个市级文明村镇，46 个旗级文明村
镇。评选表彰了全旗 200 户“百佳文明户”，
获得市级文明家庭 10 家。在吹响精神文明
建设的号角中，全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硕果
累累，百花齐放。帮助贫困农民群众准确理
解和自觉践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深刻道
理，增强贫困群众脱贫的决心和信心，土左旗
开展了“脱贫示范户”表彰活动，对全旗脱贫
攻坚涌现出的 4 个类别 10 名“脱贫示范户”
进行了表彰。在受表彰的示范户成为贫困户
学习榜样的同时，也激发了其他贫困户对标
先进典型，用自己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早
日脱贫致富，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我
要发展、我要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在推进乡风文明进程中，土左旗牢牢把

握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
本，全面展开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助力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六进村”活动。积极发挥宣传
思想文化系统“宣传”“鼓劲”和“扶志”“扶智”
的作用和优势，以促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重点，以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核心，围绕

“我脱贫、我光荣、我奋斗、我幸福”这一主题，
在全旗 6 镇 2 乡 296 个行政村开展了扶贫政
策宣讲进村、乌兰牧骑巡演进村、脱贫典型故
事分享进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进村、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进村、励志主题电
影展映进村等活动。自今年 7 月份“六进村”
活动启动实施以来，在土左旗范围内，共开展
扶贫政策宣讲 120 场次、乌兰牧骑进村巡演
60 场次、脱贫故事进村分享巡讲 50 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进村活动 30 场次、
励志主题电影进村展映 100 场次，文艺工作
者进村创作了反映脱贫攻坚的民歌大联唱

《土默川下了一场及时雨》、歌曲《妈在家就
在》、小品《开山》，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助力脱贫
攻坚书画剪纸作品展深受群众欢迎。“六进村”
活动在广大农村基层和群众中反响好、有实
效，助推了全旗脱贫攻坚工作。

勤俭持家致富圆梦
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走进察素齐镇此老村，可以看到农户家
中种植的葡萄长势喜人，一架架、一陇陇向远
处延伸，枝头硕果累累，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事实上，像此老村这样得益于政府的扶
持，发展绿色种植产业的村子在土左旗有很
多，生机盎然的绿色产业也正在成为土左旗
农业增产增收的新引擎。

为有效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加快贫困户
脱贫致富步伐，近年来，土左旗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开展“勤俭持家·致富圆梦”主
题实践活动，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让农民
真正富起来。

“勤俭持家·致富圆梦”主题实践活动以
种养殖产业为依托，积极探索种养殖产业发
展模式，以先富起来的村民和贫困户之间结
对帮扶为主要措施，统一村民思想、扩大种养
殖规模，实现产业化种养殖，为村民统一提供
生产、养殖技术，统一进行生产、养殖管理的
指导，统一对接销售渠道，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开展“勤俭持家·致富圆梦”主题实践活动
中，杨家堡村农民 2017 年人均纯收入已达
16800 多元，目前，杨家堡村整村人员已全部
脱贫。三两村以“勤俭持家·致富圆梦”主题
实践活动为抓手，扶持致富带头人积极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成立了土左旗四季青蔬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全村 300 户农民实
现脱贫。善岱镇在活动中，以产业化扶贫为
突破口，规模化发展香菇产业，壮大集体经
济，同时不断发展村集体经济，升级村标准化
牛羊养殖项目，为贫困户增收打下了坚实基
础，积极带动贫困户脱贫和整村致富。

通过“村企联建”，建立农村妇女居家灵
活就业点。在乡贤文化示范村王齐村，为了使
农村妇女走上致富之路，村妇联主席安荷叶带
领村内希望灵活就业的妇女与北平纺织厂合
作，启动了羊绒围巾手工粘毛、贴标项目。一个
人、一个小镊子、一卷胶带纸、一间活动室，就能
让妇女脱贫致富。

发挥乡村依山靠水的优势，紧密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与特色产业示范村建设相呼应，把休
闲观光果园建设与美丽乡村相结合，土左旗探
索建设集种植、采摘、旅游、观光和农家乐为一
体的乡村旅游观光模式，从而发现乡村价值，做
大绿色产业。全旗还积极打造肉牛羊等特色养
殖示范基地，通过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种养结
合，引导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目前已实现了
土左旗各个预脱贫村均有特色产业的目标，
2017年，土左旗农民人均纯收入 15308元，比
上一年增长8.2%。

鸿猷已定风雷起，正是扬帆搏浪时。土
左旗将继续抓好乡风文明建设，持续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努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实现新突破，更好地书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新篇章，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
梦”、建设繁荣和谐美丽幸福土左旗作出积极
贡献。（本版图片均由土左旗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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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扶贫日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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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林项目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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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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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堡村的妇女农闲时绣十字绣。

盐碱滩种水稻让村

民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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