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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搬新家

，我高兴

！

◎郭彭飞

（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武大城尧村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李晗

）

2019 年 3 月 2 日 晴

今天，我驾车和裴爱花阿姨去 100 公
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录制《在希望的田野上》
节目，这是裴阿姨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她在路上对我说：“俺们农民辛苦了一辈
子，从没想到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真是特
别感谢你。”

裴爱花是武大城尧村村民。1995 年，
她的丈夫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女
儿上学，全家人的生计压在她一个人身
上。丈夫心疼她，劝她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她一笑置之，不离不弃守着这个家，一守就
是 24 年。2014 年，裴爱花一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我到村工作后，格外照顾这个特殊的
家庭。除了为裴爱花家落实低保、产业扶
贫、医疗扶贫等政策外，还给她家送去了猪
崽和鸡苗，并配套建起了猪圈，通过养猪、
养鸡发展庭院养殖，实现了年增收6000元。

2017 年，裴爱花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她这种自强不息、乐观面对生活的态
度深深感染了我，我将裴阿姨推荐为先进
典型，裴爱花家被旗里评为最美家庭示范
户，她本人被评为“志智双扶”模范妻子，她
的事迹在村内引起强烈反响。

除了裴爱花家，这种自主脱贫的示范
户我们还重点培养了 5 户，意在通过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逐步在村内凝聚起勤劳
致富的正能量，促进脱贫攻坚工作整体有
序推进。

2019 年 9 月 21 日 晴

今天是周末，一早，我接到高大伟大爷
邀请我吃搬家糕的电话，心里非常高兴，高
大爷终于要搬新居了。我爱人假装生气，
说，看你那高兴劲儿，昨天刚回家，今天本
想让你陪孩子去上英语课，看来又泡汤
了。我对妻子说，高大爷家房屋年久失修，
破烂不堪。今年新建了 30 平方米的新房
子，圆了多年的新居梦，我一定要去。

高大伟因患慢性病失去劳动能力，他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我通过实地
了解，决定为他落实医疗扶贫政策，并帮助
他家发展庭院养殖，高大爷家的收入一年
比一年高，医疗方面也有了保障。但还有
一个问题，高大爷家房屋年久失修，受住房
安全的制约，一时还难以脱贫。

2019 年，村里实施危房改造工程，高
大爷终于实现了安居梦。这样一来，今年
就能稳定脱贫了。

驻村 3 年，我通过努力共争取资金近
1000 万元，并精准落实“五个一批”政策，
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群众在住房、医疗等
方面的突出困难，实施易地搬迁、危房改造
43 户，让 90 多人住进了新房。每次有贫困
户搬新家，我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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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脱贫】

【脱贫·全纪录】

本报 11 月 27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自
治区扶贫办召开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项目竣工验收会议，由自治区有关专家
组成的评估专家组对我区精准扶贫大
数据平台项目进行现场验收评审。平
台建成后，扶贫办各处室、事业单位可
以直接从平台上提取相关数据，减少基
层填表报数次数，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平台对扶贫管
理及决策的支撑作用，新增服务群众功
能，实现平台价值延伸。

本报 11 月 27 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2019年，
自治区扶贫办依托京蒙扶贫协作资源，
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多层次、全方位打造内蒙古特
色优质农畜产品和文旅产业品牌，创新
互联网新媒体下造血式、带动式、精准式
消费扶贫方式，探索“互联网+新媒体+消
费扶贫”新模式。截至目前，线上和线下
销售额达到2080.98万元，直接或间接带
动贫困户1993户、4464人增收。

本 报 11 月 27 日 讯 （记 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了解到，
近日，呼和浩特市供销合作社秉持“脱贫
攻坚、人人参与”的原则，来到清水河县
五良太乡菠菜营村、喇嘛庙村开展“扶贫
日”活动。为改善当地农村人居环境，实
现村容村貌卫生整洁，该社向喇嘛庙村
村委会捐赠电动垃圾清运车一辆并购
置了相关的垃圾清扫设备。同时，还对
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问。活动过程中，
呼和浩特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干部职工
和社有企业捐款合计 1 万多元，共同营
造凝心聚力、精准脱贫的良好氛围。

本 报 11 月 27 日 讯 （记 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获悉，近
年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光农机具农
民专业合作社打造“村集体+合作社+
贫困农户”经营模式，利用合作社的大
型农机具为农民提供耕、平、耙、种、收
一条龙服务，同时把响导村、永生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 42 户 70 人全部对接
入股加入到合作社，利用扶贫贷款专项
资金让贫困户享受“厂价+运费”的农
资供应，并且和农民以及贫困户签订农
业订单种植合同，高于市场价 0.05 元至
0.1 元回收农产品，年底为入股贫困户
每人分红达 1008 元。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刘宇

初冬时节，屋外寒风凛冽，但是张兆军
还是忍不住出门溜达了一圈。“自从做了强
直性脊柱炎手术，我就能站直走路了，术后
恢复得不错。”张兆军乐呵呵地说。

兴安盟突泉县太东乡东方红村村民张
兆军患有强直性脊柱炎，10 多年来一直被
腰腿疼痛折磨着，连走路都只能弯着腰。
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不进行手术，有可能瘫
痪，再也下不了床。但是，七八万元的手术
费对贫困户张兆军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总队来了，手术才有了着落。我在兴安盟
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专家是专门从北京请
来的。手术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自费部
分由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资助，

自己一分钱没花就把手术做了！”张兆军难
掩激动之情。

张兆军口中的“总队”，是 2018 年 5 月
自治区向突泉县派驻的脱贫攻坚工作总
队。工作总队通过查看实情、调阅档案、听
取汇报和座谈交流等方式，拉网式深入全
县 188 个行政村 1195 户贫困户调研，走遍
了全县 26 个深度贫困村。

兴安盟突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
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这个有着
红 色 基 因 的 革 命 老 区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艰
巨。全县 188 个行政村中，重点贫困村就
有 146 个。在深入细致的走访调研后，工
作总队发现全县因病因残致贫的比例较
大，达到了 12732 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
67%。

哪里有问题就紧盯哪里。工作总队达

成共识，必须攻克因病因残致贫这个“堡
垒”。深入基层督导调研时，总队发现虽然
因病因残是致贫的主要原因，但对致病病
种的具体统计与分析却很缺乏。为针对因
病致贫原因制定措施，阻断致贫路径，总队
督导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深入分析统计，
查找致病原因，并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和盟卫健部门提出对因病因残致贫原因精
准施策，建立末端治疗为主、前端预防与末
端治疗并重的健康扶贫模式的建议。

为推动这项工作，在工作总队的建议
下，由突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突泉县融媒
体中心共同策划推出的《健康心连心》节目
在 76 频道突泉台以直播方式正式开播，讲
解如何利用中医传统手法调理常见疾病，
这是全盟首档卫生健康专题节目。

县财政投入 50 万元聘请教师对乡村

医 疗 机 构 人 员 进 行 培 训 ，受 教 人 数 达 到
400 人。同时利用“健康教育进校园”活动
契机，让教师为 500 名师生讲解使用艾灸
调理青少年近视、肥胖症、过敏性鼻炎等知
识。还从县医院、县中医院、县结防所和县
妇幼保健院抽调 66 人组建高水平健康巡
讲专家团队，进村入户巡讲疾病防治、合理
用药、健康教育知识等，还采取边防边治的
方式开展义诊，活动覆盖全县 9 个乡镇 188
个行政村，贫困户 7000 余人受益。与此同
时，成立由 85 名卫生系统专业人员组成的
健康讲堂专家库，以农民夜校、村卫生室健
康讲座为载体，开展以疾病预防、慢病防治
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知识讲座，目前已经开
展 335 次健康大讲堂活动，23000 人受益。

“针对因病致贫这一主要问题，总队积
极开展医疗帮扶工作，推动健康教育和治

未病工作向纵深发展，做到精准调研督导，
主动帮扶。”总队长林涛说，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脊柱外科援助兴安盟人民医院、突泉
县人民医院项目在兴安盟人民医院签约挂
牌一年多来，义诊达到 206 人次，手术 14
例。这是工作总队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开展
健康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对
口帮扶的兴安盟蒙医院和突泉县人民医院
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肛肠医院院长多次带
队到兴安盟坐诊，义诊 105 人次，手术 41
例；中国残联辅助器具中心健康医疗帮扶
项目的 3000 套轮椅等已陆续到位，乌海
市妇幼保健院对口帮扶突泉县的健康医
疗合作项目正式实施⋯⋯一系列帮扶成
果，让贫困群众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打通了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公里很畅通——

“一分钱没花就把手术做了”

□本报记者 赵弘

我叫江春国，是赤峰市林西县大井镇中
兴村村民。妻子刘桂荣，2013 年患直肠癌，
先后三次手术花费几十万元，把一个小康家
庭拖得负债累累。2016 年，我家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驻村干部了解到我家情况后，积极落实
林西县健康扶贫政策，不仅让我妻子的医疗
费用得到有效控制，还享受到了每月的送药
上门、送诊上门服务。驻村干部经常往我家
跑，和我结对子、交朋友，跟我分析我家致贫

的其他原因：一是经济来源单一，二是没有
致富产业。他们说的都对，但是人穷志短
啊，我总想着万一做不了、做不好⋯⋯这不
愧对干部们的一片心、愧对这好政策嘛？

看我犹豫不决，驻村干部来我家的次数
更多了，鼓励我大胆干，激发了我的信心。
按照“菜单式”脱贫项目，他们逐项帮我分
析，最终确定了甜菜种植脱贫致富项目。村
组干部得知后，也大力支持我发展产业，为
我流转土地 100 亩，用于蔬菜种植。土地有
了，订单又成了问题。驻村干部帮着联系公
司，签订了 40 亩甜菜订单，销路问题就这样
解决了。

我这个人，只要是认准的路，就是跪着
也得走到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
我总在田间地头忙碌。在大家的帮助下，甜
菜终于获得丰收，仅甜菜一项当年就增收近
4 万元。在种植甜菜的同时，我还在村“两
委”引导下，与兴安盟客商签订了 50 多亩甘
蓝种植协议，保底回收价每斤3角，每亩地纯
收入都在1000元左右。

2017年 11月，我脱了贫。我没有满足，
把这作为继续发展的开头，不但在大井生态
扶贫产业园打零工，还继续种我那 100 亩
地，40 亩种甜菜，50 多亩种甘蓝，年纯收入
10 万多元。2018 年，我获得了市级脱贫示

范户称号。
2019 年，我新买了一辆 704 拖拉机，总

价 94200 元，自己花费 71000 元，政府补贴
23200 元。政策帮、干部扶，加上自己努力，
我终于摘掉了穷帽、拔掉了穷根。生活一步
步好转，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被聘为中兴
村精准扶贫义务宣传员，向村民宣传政策的
同时，引导贫困户发展种养业。

这两年，我挨家挨户和村民沟通，给他
们讲解甜菜、甘蓝等蔬菜种植知识和自己摸
索的经验。现在，村里形成了“贫困不光荣、
懒惰更可耻”的思想导向，贫困户积极发展
产业的自觉性大大增强。

脱贫，只是开了个头
◎讲述者：赤峰市林西县大井镇中兴村江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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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脱
贫

特刊

攻 养羊增收养羊增收

□韩雪茹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目前，我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占比较
大，这是一块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
的关键阶段，我区严格控制基本医疗支付
范围外费用比例、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推行“先诊疗后付费”等一系列措施取
得实效，保障了健康扶贫落实到位。但
是，如何让政策与贫困户的实际需求紧密
衔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培养贫困群众健康的生活观
念，才能阻断因病致贫的根源。

自治区驻突泉县脱贫攻坚工作总
队牢牢握住“精准”这把脱贫攻坚的“利
剑”，在定位精准、目标明确的共识下开
展督导帮扶工作，帮助突泉县攻克因病
致贫这个最大的“堡垒”。总队督导县健
康扶贫领导小组深入分析、统计致病原
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工作总
队的推动下，全盟首档卫生健康专题节
目开播、乡村医疗机构人员培训得到加
强、高水平健康巡讲专家团队组建、健康
大讲堂活动开展⋯⋯一系列健康扶贫
措施，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
源下沉，提升了服务贫困患者水平，让贫
困群众有了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治未病，不治已病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张佳 摄影报道

走进兴安盟突泉县学田乡解放村朱德富
家，干净整洁的小院映入眼帘。朱德富正在给
家里的 40 多只羊添加草料。“粉碎好秸秆，再拌
上玉米粒，羊就好这口。”朱德富喜滋滋地说。

2017 年，朱德富与妻子孙文贤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朱德富有养羊的经验，通过产
业扶贫贷款及“放母收羔”扶贫模式，朱德富养
起了羊，当上了“羊倌”。“刚开始我就养了 16
只，当年我就卖了 20 多只小羊羔，收入有一万
多块。”2019 年，依靠不断繁殖的羊，朱德富如
愿脱了贫。

据悉，突泉县实施“扶贫扶产业·牧业再造
突泉工程”和“222111”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

划，加快了全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通过“小额
信用贷款”和“资金直接奖补”支持贫困户发展
产业，每人支持额度 1 万元，实现扶贫产业“全
覆盖”，贫困群众户均年增收 2000 元以上。截
至 目 前 ，突 泉 县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1765 户
23357 人中已脱贫 8693 户 17141 人，贫困发生
率降至 2.56%。

掰玉米喂羊掰玉米喂羊。。

添加草料添加草料。。

粉碎秸秆粉碎秸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