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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眼前的困难

，我觉得还不够

◎王海鹏

（兴安盟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乌兰格日勒嘎查驻村工作队队员

）

（本报记者

李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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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立得住
脱贫见实效
□韩雪茹

要脱贫也要致富，产业至关重要。就像
造血的干细胞，产业让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
离开“输血”也能走出贫困的泥淖。做好产业
扶贫这篇大文章，就要在“精准”上多下功夫。

产业发展不易，扶贫产业更难。贫困地
区往往面临基础薄、条件差、资源少和贫困人
口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能力偏弱等问
题。因此，发展产业既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
又要符合扶贫对象特点，因人因地靶向施
策。除了着眼当下，针对性发展一些“短平
快”项目，还要兼顾将来，培育长远稳定的脱
贫产业。如今，从生态农业到农村电商，从特
色种养到乡村旅游，全区各地产业扶贫百舸
争流、千帆竞发，但也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
风，只有牢牢把握“精准”原则，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才能让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阿尔山市尽管贫困面较小、任务总量不
大，但是作为拥有 3 个国有林业局的老国有
林区，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程度较深。围绕
脱贫攻坚的难点，阿尔山市委、政府精准把
脉，紧紧抓住产业这把打开脱贫致富大门的

“金钥匙”，探索形成“全域旅游+五小经济”
模式，因户施策推广小种植、小养殖、小商
业、小劳务和小合作五种经济发展模式，实
现产业扶贫到户全覆盖，唤醒了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的主动性、能动性，让产业立得住、
脱贫见实效。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我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47 岁。今年春节是我们一家在新房里过
的第二个年。去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媳
妇做了腰间盘突出手术，身体状况一天比
一天好。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个年过得很
高兴、很幸福。

我家原来住在深山沟里，交通非常不
便。出入只能走沟里一条坑坑洼洼的土
路，交通工具就是一辆旧摩托车。从村里
到公路，骑摩托车也得三四十分钟。雪大
了干脆就封路，很长时间“与世隔绝”。

家里有 10 多亩坡旱地，种点莜麦、

小麦、玉米，产量低不说，也很难卖出去。
因为路不好量又小，没有人去收购，自己
运输又太困难，成本高。一家人的生活就
靠我出去打零工，家里的事儿都交给老婆
王俊花操持，时间一长，她的身体出了好
多问题，风湿性关节炎、腰间盘突出、肘关
节扭曲等，好几种病找上门来，渐渐地干
不成重活儿了。她患腰间盘突出好几年
了，原来只是个小问题，但是由于家里种
地、养猪、照顾父母各种营生哪个也离不
开她，病就这样一直拖着，严重起来连路
都走不成了。我只能干着急，但是没什么
办法。

2016 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享受到很多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好政

策。易地扶贫搬迁，我们从旧村子搬到
了县城里的一个安置小区，只花 1 万元就
住上了 60 平方米的楼房。房子都装修
好了，连窗帘都安上了，我们只需准备点
家具和生活用品。

搬出来，生活也不愁了。小区里建
了一个“扶贫车间”，我们可以随时去打
工挣钱。一个月营生做得多了可以挣到
2000 多元。政府还举办了好多免费的
培训班，请老师教我们贫困户缝纫、厨
艺、电焊等各种技术。我原来会一些普
通电焊技术，经过学习掌握了更高级的
电焊技术，等拿上证书以后，挣的钱就更
多了。政府还安排我当了易地扶贫搬迁
信息员，每年能挣 3000 元。

最让我高兴的是，老婆的病得到了有
效治疗。手术很成功，而且 5 万多元的医疗
费我们只花了 5000 多元，经济压力大大减
轻，要不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治好。现
在，她每天除了在家休养，还坚持出去锻
炼，顺便去“扶贫车间”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儿，跟大家聊聊天，过得挺开心，我看着也
高兴。

去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政府一次性就
给提供了 4 万元的教育资助，又给我家解决
了一个大难题。党和政府为我们贫困户想
得太周到了！

现在我家的生活虽然变化挺大，但是
也不能光等着政府扶持，自己还得努力加
油干，争取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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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贫困户脱贫动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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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脱贫】

搬出来的幸福生活
◎讲述者：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巴音锡勒镇永丰村田俊平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吴迪

走进阿尔山市五岔沟镇五岔沟村一个
简朴的农家院，贫困户王俊正忙着煮猪饲
料。他琢磨着，出栏的时候怎么能让猪肉
卖个好价钱。“通过养猪，我家的生活有了
挺大的改善。我计划开春再买几头种猪，
扩大养殖规模。”谈起今后的打算，王俊难
掩喜悦。

2015 年，王俊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他在自家的
庭院里养起了生猪，去年 9 月，他新扩建
120 平方米猪舍用做母猪温室产崽间。由
于是粮食喂养，王俊养殖的生猪深受百姓

欢迎，销路不愁，还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
况。依靠庭院生猪养殖，他仅用一年的时
间就还清了 3 万元产业借款和 5 万元产业
贷款，实现了脱贫。

同样依靠发展产业脱贫的贫困户杨衍
明也有话说，他指着门口 70 多亩苗圃和树
木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在政府的扶持
下，我和另外两位合伙人种植的。2019
年，我们计划在种植云杉、樟子松、白桦和
药材的基础上新增一些项目，解决树苗种
植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避免返贫。”

“目前，五岔沟村已经有 71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实现脱贫。扶
上马更要送一程，我们将继续巩固脱贫成
效，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进一步做
大做强产业，使他们实现稳定脱贫。”五岔

沟镇党委书记杨桂英说，自从五岔沟镇实
施脱贫攻坚以来，贫困户的心态也发生了
不小的变化，“等靠要”的人越来越少。

“许多贫困户都和我说，肯干才能过上
好日子，再不能伸手向政府要了。”五岔沟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宝亮感慨地说，“贫困
户这种主动脱贫的愿望，是难得的精神力
量，我听了很感动，应该精心培养和鼓励。”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阿尔山市委、政府
把产业发展作为贫困群众打开致富大门的

“金钥匙”，紧紧抓住旅游产业这一关键，探
索形成“全域旅游+五小经济”模式，因户施
策推广小种植、小养殖、小商业、小劳务和
小合作五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产业扶贫
到户全覆盖。其中，143 户贫困群众通过

“小种植”模式实现人均增收 4700 元以上；

“小养殖”带动 184 户贫困群众实现人均增
收 2100 元以上；扶持 49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展“小商业”，户均增收 4800 元以上；
64 户贫困群众通过白狼镇养殖专业合作
社、蛤蟆沟农场等项目实现人均增收 2100
元以上；通过企业务工、公益性岗位、山野
货采摘等方式，阿尔山市共有 520 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人均增收 6500 元。

“太感谢你啦，要不是你细心照顾，我
咋能挺过来呀！”五岔沟村 73 岁的贫困户
王发拉着驻村工作队员李军刚的手激动地
说。 李军刚是驻五岔沟村工作队队员，
2018 年 10 月，王发的老伴儿因肝癌去世，
李军刚主动帮助老人办理丧事。12 天后，
王发老人的儿子也因病去世。王发自己还
患有心脏病和脑血栓，李军刚十分担心这

位老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他，陪他说说
话、做做家务。老人把李军刚当作自家人，
生活上有什么打算、遇到什么难题都跟李
军刚商量。“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像亲
人一样关心我、照顾我。”老人含着泪说。

脱贫攻坚，干部保障。阿尔山市实施
“处级干部包片、科级干部包户”的结对帮
扶机制，采取“2+1”帮扶模式，派出了 9 名

“第一书记”和 9 组驻村工作队，安排全市
507 名干部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占到全市
在编人员的 38%。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帮扶
干部切实做到了用心、用情、用力去扶贫，
让贫困户充满脱贫致富的信心。“帮助贫
困户改变生活现状只是第一步，我们不仅
要帮助贫困户脱贫，还要让他们加快步伐
奔小康，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张宝亮说。

2018 年 3 月 4 日

时光飞逝，转眼驻村已经 185 天了，
这半年多来，除了日常的帮扶工作外，我
的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学习蒙古语。乌兰
格日勒嘎查 99%的人口是蒙古族，为了更
好地交流，拉近与贫困户之间的情感距
离，学习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是很有必要
的，这也是我给自己下达的第一个任务。
今天入户时，我第一次试着全程用蒙古语
跟贫困户进行交流，效果还不错。我发
现，使用蒙古语交流能够让我比以前更深
切地了解贫困户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和切
身利益。

这几天，好消息不少。首先是又有一
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到了
工作。起初，为了解决嘎查的贫困问题，
我带领村委会成员在微信上建立“乌兰格
日勒嘎查大学生联络群”，通过和大学毕
业生的互动，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期
间，我发动不少亲戚朋友多方联络，已经
帮助 5 名大学生和 2 名贫困户子女，按照
他们所学的专业和工作需求，找到了待遇
不错的工作。

另一个好消息是在我的努力争取下，
由自治区公安厅出资 6 万元，为嘎查新认
定的 10 户贫困户盖的牛圈建成了，购买
的 27 头繁育牛也已经到位，这为他们发
展养殖业提供了保障。目前，我正在与有
关部门协商，争取再为贫困户种植一些果
树苗，他们有了自己的产业，收入有了保
障，脱贫就指日可待了。

2018 年 4 月 28 日

这几天，我在入户走访时发现，有 30
多户村民没钱购买种子和化肥，正值春耕
时节，看到他们焦急的样子，我下决心要
把这件事解决好。

思来想去，我找到当地银行的负责人
讲了村民的困难和问题，他们表示理解和
支持。最后，银行决定向这 30 户村民每
人提供 1 万元贷款。同时，为了确保不耽
误春耕生产，在村民的贷款还没发到手里
之前，我还和自治区公安厅派驻嘎查的扶
贫队员们一起，到种子公司和化肥公司把
种子和化肥赊到手，确保贫困户按时种上
庄稼。

虽然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但我觉得还
不够。为了防止雨季可能爆发的洪水灾
害，我与镇政府沟通，为嘎查争取了一个
近 800 万元的小流域治理工程，这下洪水
泛滥成灾的问题终于能彻底解决了。

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我认识
到，扶贫任务日益艰巨，但只要一个一个
解决问题，一件一件办好实事，就一定能
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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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27 日讯 （记者 韩雪茹）记
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 2018 年高质量完成减贫 18 户 34 人、
582 户 1116 名正常脱贫人口巩固提升任务，
全旗贫困发生率降至“0”，成功退出了自治区
级贫困旗县序列，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

发展生产和创业就业脱贫一批。该旗安
排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211.1万元，帮助 144户
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通过扶持发展壮大山
旱区村集体经济，惠及贫困户 128 户。安排
2417.53 万元为老弱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体实
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解决他们除低保以外
再无其他经济收入的困境。同时，积极开展
贫困人口产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工作，175
名贫困人口通过再就业摆脱贫困。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全力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温更镇、新忽热苏木 2 个集中
安置点已完成搬迁入住。为了保障贫困户“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安排资金118万元，分
别扶持 2 个安置点发展马铃薯种植产业和肉
羊养殖，72户135名贫困人口将从中受益。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通过实施新一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和退耕还林工程，将 230
户贫困户纳入生态补偿范围，聘请 68 名贫
困 人 口 为 公 益 林 管 护 员 ，每 人 每 年 发 放
2000 元补贴。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建立贫困学生“一
库一卡一册”教育助学平台，各项教育资助
政策落实到户。2018 年安排 17.9 万元，为
74 名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全旗无贫困家庭
学生因贫辍学。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落实农村牧区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政策兜底覆盖面，将
765 名贫困人口纳入低保、特困供养保障，
并提高了农村牧区低保标准，农村牧区低保
和扶贫标准实现“两线合一”。同时，延伸推
进医疗救助一批，为 1150 名贫困人口建立
电 子 健 康 档 案 ，建 档 率 和 签 约 率 均 达 到
100%。

乌拉特中旗
贫困发生率降至“0”

□李剑平 摄影报道

2017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以实
施“百企进百村”为契机，依托羊驼绒絮片
服装生产这一县域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
推动服装龙头企业下农村，建立村级服装
加工厂，组建“脱贫车间”。贫困人口不出
村庄就能就业，实现就业务农两不误。脱
贫靠劳动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有效地激
发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脱贫车间的建设，有效地解决了贫困
群众就业难、企业用工难、村集体经济薄弱
等难题，实现了村集体有收入、贫困群众能
就业、企业获效益的多方共赢。据了解，目
前该县已经建成 64 个“脱贫车间”，吸纳当
地贫困人口 1304人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
1.2万元，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脱贫车间进了村

制衣。

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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