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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8日 晴

4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还未转暖，村里的各家
各户都在紧锣密鼓的忙活着，为春耕做准备。

种好地、有个好收成是每个村民的头等大
事。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村里的工作人员实
地查看了路、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挨家挨户坐在炕头上和群众面对面唠一唠种地
那些事儿，详细了解家中劳动力数量、种植粮食
种类、耕种面积、以及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化设
备。

当天我入户走访了 30家贫困户，我的笔记
本记得满满当当。30户贫困户中，大致可以分
为四类：以李君为代表的，想从传统种植业转型
养殖业却没有经验；以高宋宝为代表的，想从传
统种植业转型到特色种植业却没有经验；以俞
洪君为代表从事养殖业，但缺乏科学养殖知识，
收益不好；以禚同文为代表从事特色种植业，但
缺乏科学种植技术，收益不好。总结起来就是
一句话：缺乏科学知识尤其是种植、养殖类知
识。

简单吃了口晚饭，我继续和村干部以及村
民代表一起总结问题，一起研究对策，找出路，
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心声和意见，初步商定了一
些措施：

一是开办“读书室”，按需购置群众反映较
为集中的书籍，让群众心有所想，学有所成。二
是充分利用好村广播、村微信群组、村村通等现
有资源，逐步实现互联网+教育知识宣传。三
是开设小讲堂，定期邀请村里的种粮大户、农牧
院校的老师给大家说说经验，讲讲课。

工作不能浮于表面，要和群众一起干才实
在，老百姓才能得实惠。

2017年6月21日 晴

哪一家的父母都盼望着子女成家立业，生儿
育女，但是村民朱德军作为父亲心里却是充满了
愧疚。作为丈夫和父亲，面对常年生病在床的妻
子，面对30多岁还没成家的儿子，老朱手里只有
祖辈传下来的10多亩地，勉强维持生活。

“一定要帮帮他。”在了解到朱德军家的情
况后，我心里暗自对自己说道。趁着午间地里
农活不忙，我找到了正在地里吃午饭的朱德军。

“我帮你联系到一个活儿，板厂工作，工资
待遇还可以。”我走过去，拍了拍朱德军的肩膀。

“真的吗？”听到我的话，朱德军愣了愣神，
有些不敢相信，“你自从来咱们村以后这都三个
多月没回过家了，还为我家的事情这么费心，我
心里真是过意不去，怎么谢你才好啊。”

“谢我就把日子过好，收拾收拾，明天就能
去上班！”我鼓励朱德军。

板厂的工作是我拜托朋友帮忙联系到的，效
益好的时候能月入近万元。很快，朱德军家就实
现了脱贫，还给儿子买了一辆小货车，眉头少了
愁，嘴角多了笑，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扶贫工作是个大工程，却也关乎一个个小
家、小事、小情，只有卷起裤脚、撸起袖子真抓实
干，与百姓同忧同乐，才是应有之义，才是职责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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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软实力
打造成硬产业
□赵弘

文化这一软实力也可以打造成
助农增收的硬产业。文化艺术之乡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卧牛河镇因地
制宜“授人以渔”的做法，让当代农村
妇女与传统艺术形态之间发生碰撞
与共鸣，让文化成为扶贫路上的重要
力量。

农村是民俗文化的发源地，我们
有许多传统的、民族的、个性的文化
在农村有着深厚的根基。卧牛河镇
在推进文化扶贫过程中，筑牢农村文
化之基，勇担传承之任，补足精神之
钙，引领脱贫发展之舵，把那些文化
基因进行培养、孕育，创造出了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体现民族传统的新农
村文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从软实力到硬
产业，卧牛河镇扶志加扶智，找准文
化与经济的交汇点，让文化建设助力
脱贫，不仅事半功倍，还可最大限度
调动当地贫困群众谋发展、勇脱贫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汇聚起
文化扶贫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我叫贺富贵，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蛮会镇红旗村的农民。前些年，我和老伴
儿日子过得很艰难。一个土坯墙院子、住
了几十年的土房、一头毛驴、两只羊就是
全部家当。

老伴儿贾爱兰患有脑梗，干不了重
活。我患有腰间盘突出，一疼起来就躺在
炕上起不来了。遇到我腰疼的时候，老伴
儿还得去照顾院里的牲口，看着她迈着不
稳的步子去喂羊，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心
想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呀。

2017年，我家被动态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生活的转机出现了。首先是我那
又破又烂的房子旧貌换新颜。政府出资
14407元为我家维修、加固了房屋，看着温
暖干净的房子，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
地。

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吴增士帮助我家
发展生产。申请了1万元帮扶资金为我家
新建羊圈，并送来8只基础母羊。如今我
家的羊群已经繁殖到18只，还卖了10只
羊羔，一下子就有了6000元的收入，这是
几年来我家最大的一笔收入。拿着一厚叠
卖羊款，我发自肺腑地感慨：这日子过得越
来越带劲。

老伴儿也有了活力，每天早早起来，
左看看自己焕然一新的房子，右看看自
己家的新羊圈，脸上逐渐有了笑容。我
每天忙着去放羊，顺便给牲口挖些苦菜，
日子突然就忙起来了，刚开始还有些不
适应，但心里劲头足着呢。

去年早春，吴增士帮助我家买了50
只小鸡，隔几天就来查看小鸡试养情况，
还联系防疫部门按时打疫苗，和我一起
掏苦菜、配饲料、打扫鸡舍。一个多月
后，小鸡仔茁壮成长，每只大约长到了三
四斤，它们互相追逐，满院奔跑。看着这
些活泼可爱的红公鸡，我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

看到第一书记这样帮扶我家，我打心
眼儿里感激他，发誓要更加努力奋斗，不能
拖后腿。

去年，村里建立了“户内垃圾桶、社内
垃圾池、镇里垃圾转运车”的垃圾三级处理
机制，每家每户都有垃圾桶，实行庭院三区
划分。吴增士邀请致富能人刘柱柱、严有
德帮助我家进行庭院的三区划分。这样一
来，生活区、圈舍区与柴草区分离，我的小
院更加干净了，养起牲畜也方便了。

如今，我家鸡、羊、猪、山羊、鸽子养得
挺齐全，收入也不错。生活有了起色，我还
不满足。下一步，我琢磨着大棚种植瓜菜
不错，想试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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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剪刀 一支画笔 一条脱贫路
【脱贫·全纪录】

【我奋斗·我脱贫】

这日子过得挺带劲儿
◎讲述者：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蛮会镇红旗村贺富贵

□本报记者 赵弘 李玉琢

一把剪刀、一支画笔，在一双长满老茧
的手里即刻变成了一幅灵秀、质朴的艺术
品，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卧牛河镇不少贫
困户靠剪纸和工笔画鼓起了腰包。

卧牛河镇被雅鲁河、卧牛河两大水系
拥抱，靠水而居，环境优美，赋予当地农民
与众不同的文化灵感，出自农民之手的书
法绘画作品蜚声海内外。卧牛河镇曾三次
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特色艺术
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书法、
绘画、剪纸、根艺、石刻等民间艺术流传极

广。近年来，卧牛河人不再靠天吃饭，靠着
学习剪纸、工笔画技艺，走出了一条有自身
特色的文化脱贫之路。

今年58岁的大坝村三组村民刘春玲，
因灾致贫，2015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7年开始参加剪纸文化培训，每年
可以通过剪纸为家里补贴4000多元。“这
炕头上的手艺活还能挣钱，真是没想到
啊。”刘春玲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卧牛河镇积极探索“文化+扶
贫”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式，让文化产业助推脱
贫攻坚。2017年3月份，卧牛河镇推行“大
师带能手”模式，聘请了自治区剪纸非遗传承
人都叶梅和卧牛河镇工笔画高级画师王秀华

两位老师为学员培训。镇政府还免费为学员
提供画笔、颜料、纸张、剪刀等学习用品的前
提下，常年开设剪纸和工笔画文化脱贫培训
班，重点面向辖区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文
化艺术爱好者进行招生，免费培训。

2017年，都叶梅带领剪纸文化脱贫培
训班、非遗传习室和学校学生共104人，创
作了19米长的剪纸作品《民族团结圆梦中
华 喜迎十九大召开》。“学员经过这两年的
集中培训，熟练掌握了生肖、蝴蝶、杜鹃花、
百年吊桥等形态各异的剪纸技法。”除了授
课，都叶梅还利用休息时间奔走企业之间
为学员拉订单，2018年就为学员联系订单
2000多幅，为贫困户增收约6万元。

“现在的富裕的生活是我亲手绘就的。”
今年41岁的贫困户姜永芳说。姜永芳是红
旗村四组农民，2017年在镇政府开办的工
笔画文化脱贫培训班学习，目前已经能独立
作画。她每年能卖出去近二十幅画工笔画，
小幅画30元，大幅画能卖到500元。

走进培训班，衣角上沾着颜料的王秀
华正在认真地教学员们如何上色。“我的学
员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28岁。不少学
员们家都住得挺远，有的骑摩托车1小时
才能赶来上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迟到
的。”王秀华说，“2017年的杜鹃节，我带领
学员们画杜鹃花，卖出去5000多元，每年
能为贫困户们增收3万多元。”

为了能让贫困户学员手中的作品卖个
好价格，镇政府依托卧龙文化艺术产业有限
公司和文化艺术协会，对学员创作的剪纸、
工笔画文化作品进行统一装裱、包装，打造
成具有卧牛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后销售，
并在苏宁易购电商平台设立了卧牛河镇文
化产业扶贫专区，联系订单，拓展销售渠道。

两年来，卧牛河镇共培训贫困户学员
200余名，其中有80余人通过销售作品实
现脱贫，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进一步提
高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劳动技能，通过自
身“造血”巩固“输血”成果，激发了贫困户
内生动力，将文化这一软实力打造成助农
增收的硬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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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截图】

【集萃】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
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正式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2019年脱贫攻
坚“清零达标”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就指导思想、任务分工、
实施步骤、工作要求作了具体明确，
要求各地区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
安排部署；加强调度，狠抓工作落
实；强化督导，及时反馈情况，认真
贯彻执行。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
全区光伏扶贫电站信息监测工作视
频培训会在自治区扶贫办召开。会
议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扶贫
办要求，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
测系统推广工作，5月底实现国家、
自治区、盟市、旗县系统应用和普
及。要安排专人尽快熟悉和使用监
测系统，逐步实现对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动态监测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
光伏扶贫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和决
策水平。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
全区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骨干培
训班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增强落实脱贫攻坚民政工
作职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脱贫攻坚
决策部署，对标对表，盯紧做好中央
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进一步
抓好社会救助等重点工作落实。各
地有扶贫任务的旗县（市、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进行了
交流。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日
前，《对丧失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救助
兜底保障未覆盖“清零达标”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明确，要确
保将完全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符
合农村牧区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确保将符合
农村牧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特困供
养范围。

□本报记者 马艳军 摄影报道

新学期开始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尔
江海子镇宗兑村农民贾福保的女儿高高兴
兴地背着书包去镇里的小学上学了。贾福
保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北京阜外医
院前前后后做了三次手术，医药费花了 60
多万元。女儿获得了新生，也让贾福保背上
了 27万元的债务。平时，贾福保只是种种
地、打些短工，收入原本不高，女儿看病让全

家陷入贫困。
2016年，贾福保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他家的生活迎来了转机。去年，他自掏
腰包1.3万元，帮扶干部协调筹集资金10万
元，帮他家建起了占地320平方米的温室大
棚。光种大棚这一项，贾福保就有2万多元
的收入。2018年，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获得
了2000元的助学补贴，贾福保还享受到低保
政策，一家人吃穿再也不愁。

“现在，我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有国
家的扶持，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贾福保说。

“我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