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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之际，朔风萧瑟，寒气袭
人。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巴拉贡镇
乌吉尔嘎查的大院内，一辆印有“乌
兰牧骑”字样的蓝色大客车缓缓停
下，队员们陆续下车，贴好乌兰牧骑
旗帜，换好服装，调试设备……天为
幕布，地为舞台，杭锦旗乌兰牧骑的
演出开始了，舞蹈《萨拉沁》、独唱
《情系老百姓》、独舞《故乡》、长调民
歌等精彩的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喝彩，为他们带来了文化的温暖。
此时，鄂尔多斯市 18 支“乌兰牧
骑+”综合服务小分队冒着刺骨寒
风，在城市社区、乡镇广场、田间地
头、农家小院、牧人家中、孤寡老人
居住的敬老院……开展丰富多彩的
综合性惠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助力扶贫攻坚，让人民
群众真正享受到“文化民生”带来的
美好生活，真正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温暖,把文化“软实力”变成扶贫“硬
支撑”。

“志智双扶”提振脱贫精气神儿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充分发挥文
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扶志”和“扶
智”作用，扶贫攻坚文化为先，扶贫过
程文化贯穿，多措并举，让文化成为
精准扶贫的催化剂、加速器。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开
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是文化
脱贫的重点工作。2015年以来，全
市新建改扩建标准化嘎查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 372 个，全市苏木乡镇
（街道）全部建有综合文化站，95%以
上嘎查村（社区）建有标准化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为全市704个嘎查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员每人每
月财政补贴1000元，广泛组织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
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
精神食粮。

今年以来，全市组织开展“文化
进万家”“乡村文化节”“农牧民文艺
汇演”“励志主题电影进村展映”等惠
民文化活动3000余场次，受惠观众
1000多万人次，群众文化获得感更
加充实。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机构，通
过流动舞台车、流动图书馆、流动博
物馆等方式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让基
层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文化服
务。选派8名舞蹈、声乐、图书、文博
等优秀文化工作者到杭锦旗支援服
务，从杭锦旗选拔4名青年文化工作
者到市级文化单位挂职锻炼，进一步
提升了贫困地区文化队伍业务水平。

扶贫更需扶志，注重文艺精准扶
贫，寓教于乐，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今年以来，全市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
三大攻坚战等重大主题，组织开展了

“乌兰牧骑千场惠民演出、百场调演”
“乌兰牧骑助推扶贫攻坚进村巡演”
等惠民演出1100余场次，源源不断
地将精彩文化大餐送到农村牧区、田
间地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宣传精准脱贫的好政策、好声音、好
故事，让贫困农牧民群众感受到党的
关怀和温暖，提振自主脱贫的精气神
儿。

“乌兰牧骑＋”架起文化惠民连心桥

全市乌兰牧骑充分发挥辅导服
务职能，成立辅导工作队、志愿服务
工作队，深入基层文化站、文化室
等，积极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文化骨
干、业余文艺团体等提供文艺辅导，
传承发展民族优秀艺术。全年累计
开 展 各 类 培 训 辅 导 活 动 200 多
（次），辅导业余文艺队200多个，辅
导时间超过260多天。农村牧区群
众自发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逐渐成
为乡村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精心
编排的情景歌舞节目《美好家园》荣
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文艺展演一
等奖。

11月 20日，在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的礼堂里，早早就坐满了前来听课
的农牧民。“乌兰牧骑＋”综合服务队
的老师在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脱贫
攻坚，还结合实际讲种植技术，和农
牧民有问有答，大家听的非常认真，
还记了笔记。讲座从上午9点一直
持续到12点多，结束时许多来听讲
座的农牧民久久不愿离去。

11月初，鄂尔多斯市启动实施
了为期 3个月的“弘扬乌兰牧骑精
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务活
动，通过组建市、旗区两级“草原综合
服务轻骑兵”队伍，深入基层开展综
合型惠民服务活动，围绕落实农村牧
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文
化辅导等任务，以“乌兰牧骑+”的方
式，为农牧民开展了理论宣讲、文艺
演出、文化辅导、医疗、卫生、科技等
集中服务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面
对面”的精准化服务。

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展示，鼓
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
传承、传播活动，组织举办了全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鄂尔多斯婚礼
文化日、首届天骄“非遗”节等文化遗
产展示展演活动，推动非遗项目与乡
村旅游项目有效结合，促进农村牧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积极探索
农牧民发展手工生产新路径，利用传

统手工产业成本低、见效快、效益高
的优势，引导贫困群众摒弃“等靠要”
思想，结合个人发展意愿参与传统手
工产业发展，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和自
我发展能力，激活增收致富的“源头
活水”，帮助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手工
生产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文化扶
贫让受助群众看到当地和自身蕴藏
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开发潜力，
找到了发挥后发优势的独特路径。

“文化+产业”催开脱贫致富花

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
嘎查文化室内，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
特布德之韵文艺队正在热火朝天的
排练着，来自鄂尔多斯民族歌舞剧院
的国家一级演员红梅老师正一丝不
苟地为文艺队的队员辅导。今年以
来，特布德之韵文艺队队员们经常可
以看到市级文艺院团来为他们演出，
好多市内知名的老师为他们培训辅
导。此外，鄂尔多斯市文化新闻出版
广电局还为文艺团队配送了乐器、音
响等设备，常态化组织开展文化活
动，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红
火。

从 2018年 3月，鄂尔多斯市文
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对口包联鄂托克
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以来，认真
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
部门职能优势，扎实推进包联帮扶工
作。在做好文化帮扶的同时，聚焦嘎
查村发展实际，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帮助解决当地群众实际生产生活困
难。针对特布德嘎查集体经济相对
薄弱、闲置优质基础设施较多、利用
率不高等问题，与嘎查“两委”班子
共同研究制定了《上海庙镇特布德
嘎查产业扶持实施方案》《呼和温都
热合作社短期育肥羊项目实施方
案》，结合现有旅游项目，协调有关
部门，将特布德嘎查纳入到全市全
域旅游规划范畴内，推动地区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针对特布德嘎查种
植结构单一，积极引进大力士红高
粱进行试种，取得良好效果，计划明
年在全嘎查推广。积极发动4户养
殖大户，开展短期育肥羊养殖项目，
年销售收入超过15万元，带动养殖
户60余户，贫困户3户，使嘎查农牧
民收入实现稳步提高。协调当地政
府部门、企业家共投入26.3万元，为
帮扶贫困户敖特根吉日嘎新建了80
平方米住房，落实了15亩经济林种
植、50亩水浇地滴灌设备安装、280
亩草场改良和720平方米棚圈建设，
该贫困户年收入可超过6.2万元，实
现了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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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和乌素苏木
做活“水”文章 做大水产业

本报鄂尔多斯12月17日电 “伊
和乌素”蒙古语是大水的意思，伊和乌
素水资源非常富有，境内有鄂尔多斯
最长的内流河摩林河，温泉和地下水
资源丰富，且多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

如何把资源变成产业，做到源头
活水惠泽民生，是伊和乌素苏木党委、
政府长期以来的主要抓手，该苏木立
足本地资源优势，做活“水”产业文章，
不断创新手段，千方百计招商引资，遵
循“强基础、保生态、促转型、谋发展”
的思路，锐意创新，在“水”产业方面硕
果累累：矿泉水产业、温泉产业、摩林
河水库产业正在形成“水”产业规模。

该苏木于2018年引进一家投资
800万余元的专业矿泉水生产销售企
业，并于近日正式投产。谈到企业发展
远景，该公司总经理李建军称有信心做
好做强这一产业，要更好地利用好这里
的矿泉水资源。下一步打算利用优质
矿泉水酿酒，结合当地绿色农牧产品做
饮料产业，比如用西北沟甘草做甘草饮
品，争取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更多的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
该企业在当地政府的带动下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当地扶贫工
作，吸引了周边桃日木、哈夏图、希日摩
仁、锡尼其日格、巴音孟和共5个嘎查
投资269万元，以入股的形式按年度计
算每个嘎查保本分红4万到5万元，若
企业经营利润好，则在保本分红的基础
上参与利润分红，做到地企双赢互利，
企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当地村
民共同致富。同时，在企业运行过程中
可直接解决贫困人口50余人就业，带
动就业人数达100余人。哈夏图嘎查
党支部书记李永恒说：“企业+村集体
经济+贫困人口这种模式相当好，企业
以资产抵押保障了我们投入的资金安
全且保本分红，无风险。”

据了解，伊和乌素苏木在脱贫攻坚
方面以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内生动力
提升为攻坚重点，通过构建以嘎查集体
经济、龙头企业、合作社、产业扶贫项目、
产业大户为支撑的“五带动模式”，与贫
困户建立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深入推
进产业脱贫工作。 (石建雄)

杭锦旗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显成效

美了乡村 乐了百姓

本报鄂尔多斯12月17日电 “现
在家乡的变化真大，环境治理的好，家
家户户都住上了亮堂堂的新房，卫生
也收拾的干干净净。”家在伊和乌素苏
木敖楞布拉格嘎查的巴音门肯常年在
外做奶食品生意，近两年每次回家，他
都感叹家乡的变化之大。如今，杭锦
旗的农村牧区一改以往“破、旧、散、
乱”的旧貌，人居环境和村民精神风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容整洁、环境优
美、基础设施日益完备、公共服务基本
覆盖，农牧民生活质量有了前所未有
的提高。

杭锦旗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全力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对农村牧
区危旧房屋、垃圾进行了集中拆除清
理，新建了文化活动室、图书室、卫生
室、休闲广场等公共服务工程，对村庄
进行了绿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稳步推进全旗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同时，明确了旗委、政府对全旗农
村牧区人居环境管理工作负总责，强
化苏木镇主管责任，把农村牧区环境
质量纳入旗对苏木镇考核内容，强化
考核。细化行业部门责任，建立部门
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嘎查村的主体责
任，村“两委”负责对农村牧区环境治
理、垃圾清理、日常管护保洁等工作进
行管理，根据本村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环境卫生标准、
环境卫生村规民约，村委可以根据工
作需要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组织农
牧民自筹环境卫生维护费用。计划在
村委建立环境理事会，受村“两委”领

导，向村民代表大会负责，赋予环境理
事会环境治理处罚权。注重发挥苏木
镇综合执法局作用，强化对人居环境
治理的执法监管，严格考核、严格奖
惩。

坚持民议民管民享，充分发挥农
牧民群众在农村牧区管护中的主体作
用，广泛开展干净人家、文明家庭评选
建设，引导农牧民爱干净、讲文明。教
育和引导农牧民群众切实抓好自家庭
院内的环境卫生，严格落实农牧户周
边“三包”要求。建立环境卫生“红黑
榜”，激励和惩罚并重，促进农牧民保
护环境卫生。

建立旗级奖补、苏木镇补助、嘎查
村集体投入、农牧民自筹、社会力量参
与的投入机制。旗财政局统筹部门涉
及人居环境建设的项目资金，旗级财
政每年拨付500万元的农维费，嘎查
村每年从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或活动
经费中列支一定数额的经费，经村民
会议表决通过后，投放用于村级人居
环境管理。鼓励外出成功人士、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及团体等社会资本参与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垃圾收运处理、污
水处理管护等公共服务，加大长效管
理工作的筹资力度。引导“百企帮百
村”企业积极帮助包联嘎查村整治人
居环境。

全面启动农村牧区垃圾、污水治
理、改厕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在各镇
区和19个较大自然村建设小型污水
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完善基础设施
配套。探索推行市场化运作，采取向
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进有实
力、有经验的专业企业推进农村牧区
后续管理工作，持续巩固建设成果。

（卢书娟）

鄂尔多斯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赵子义在帮扶嘎查调研指导。

乌兰牧骑为贫困户演出乌兰牧骑为贫困户演出。。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到人民中间去。。 指导帮扶嘎查文艺队排练节目指导帮扶嘎查文艺队排练节目。。

（本版图片均由鄂尔多斯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