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我叫裴爱花，今年 55 岁，丈夫赵成林瘫痪在床 24 年。
有两个女儿，都远嫁他乡。2014 年，我家被认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原本我家不富裕，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还算不
错。没想到 1995 年腊月祸从天降，我丈夫因患腰椎间盘
突出做手术导致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那时起我就
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特别是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成了
生活中重要一部分。

农民以种地为主，白天在地里忙，我一个女人不会用
任何机械，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一点点干。有时候实在是
干不动了就去和邻居换工，让邻居帮我干那些一个人拿不
下来的重活，我帮他们干那些相对轻松的细致活儿。虽然
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每天还要按时按点回家为丈夫翻身、

端便盆，有时甚至要洗澡、剪头发、刮胡子。
每天起早贪黑地忙，家里家外就靠我一个人打理，可是

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任何怨言，20多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瘫
痪在床的丈夫，从未让他发生过身体感染或者生过褥疮，家里
人都说，有一个瘫痪病人，做到这样清洁整齐真不容易。

在照顾丈夫同时，我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大的 13 岁、小
的 9 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坚决没让孩子辍学。为了学
费我到处东借西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借过，后来有的
亲戚只要看到我上门就犯难，都劝我：“最近家里紧，没有
多余的钱。你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就别让孩子上学
了，你还年轻可以找个更好的归宿，不要勉强自己、委屈自
己。”而我总是说：“孩子需要我，丈夫需要我，这个家需要
我，我不能不管他们。我要让孩子上学，不能让他们再像
我一样受苦受累。”为了丈夫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我把
养的羊、猪和鸡都卖成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努力支
撑着这个贫困潦倒的家。丈夫通情达理，觉得一个女人太

辛苦了，也劝我去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我没有答应。
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我家终于迎来了大的转变。2014

年，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将我家识别为国家级贫困户。
包头市林草局办公室主任、武大城尧村第一书记郭彭飞多
次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制定帮扶措施，为我家落实低
保、产业分红、医疗措施等帮扶政策 10 余项，我顿时觉得
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政策。几年下
来，我们一家人的笑声又多了起来，幸福渐渐又回来了。
我浑身充满了干劲，在郭彭飞书记无偿提供猪崽、鸡苗并
配套盖猪圈的大力帮助下，我通过养猪、养鸡实现收入
3000 元。家里虽然只有我一个劳动力，但我仍然在自有
12 亩土地的基础上，又承包了 22 亩，共种植 34 亩玉米，实
现年收入 17000 元，达到了稳定脱贫。

我由衷地感到，现在党的政策真是好，对我们贫困户
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就像雪中送炭一样。政府帮一把，但
我仍然要自力更生，勤劳致富，主动脱贫。

【我奋斗·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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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7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
日，呼和浩特市制定出台了《呼和浩
特市脱贫攻坚挂牌督战方案》，对全
市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与短板弱项开
展挂牌督战。督战时间从 3 月份开
始，9 月底结束，分三阶段进行。其
中，武川县、清水河县为自治区和市
挂牌督战县，其它旗县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同步推进、同步落实挂牌督战
方案相关重点工作。督战对象为全
市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51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839 个行政村以及全国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已脱贫享受政
策的13801户、27336名贫困人口。

本报 3 月 17 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
日，兴安盟以电视电话视频形式组织
召 开 了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会
议。会议要求，在全盟迅速启动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百日攻坚”行动，推动
各项脱贫攻坚任务 6 月底前高质量
完成。此次行动，要把完成剩余贫困
人口脱贫作为攻坚的首要任务，精准
聚焦每一个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因人因户精准施策，巩固提升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质量，强化特殊
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兜底。同时，要
千方百计克服疫情影响，加强盟内统
筹协调、盟外沟通对接，用好京蒙帮
扶资源，制定一对一帮扶举措，优先
解决贫困人口务工就业，支持扶贫产
业恢复生产，不失时机抓好春耕备
耕，加快扶贫项目建设，多渠道解决
好产品滞销卖难问题。

本报 3 月 17 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
日，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扶贫办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带领困难群
众前往满洲里市中俄互贸免税区进
行限量商品现场交易。此次交易安
排是 2020 年春节后首次恢复启动，
当日共 164 名边民困难群众顺利完
成免税交易，拉动边贸进口贸易额约
2.4 万元，标志着扎赉诺尔区 2020 年
外贸扶贫工作进入正轨。据了解，外
贸扶贫工作已经成为扎赉诺尔区扶
贫解困的一项重要举措。2019 年该
区扶贫办共组织困难群众前往满洲
里市中俄互贸免税区参加边民免税
交易 5.4 万人次。

那顺毕力格过上了那顺毕力格过上了““牛牛””日子日子

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晴

村民们都是可亲可爱的，只要真心实意
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全心全意的接纳你、认
同你、支持你。最近，六户镇党委政府经过积
极协调，争取到光伏集中发电项目，目前正在
选址征地。村级建设集中光伏发电站，不仅每
年可收入土地租赁租金，建成并网后还能使贫
困户受益，真是一举双得的好事。

当初，听说有这样一个项目，我和双兴村
程化平书记商量后决定一定不能放弃。双兴
村作为深度贫困村，占地面积较广，荒山所处
地段光照充足、聚光能力强、远离人群，是建立
村级光伏发电站的最佳选择。有几户人家在
土地征用上一直心存疑虑，只要说服他们，这
个项目就成功了一半。我拿着项目简介和在
网上查到的资料，与程书记一起来到村里召开
动员大会。整个村47户都派代表来开会了，
看到他们充满希望的面庞，我更加坚定了落实
项目的信心。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在双兴村
建设集中光伏发电站的基本情况：总装机容量
11.9兆瓦，征荒地437.5亩，年租金80元每亩，
每年共3.5万租金，还能够开发公益性岗位，巩
固脱贫成果等。我还告诉大家，光伏发电项目
是一项有利于村集体发展壮大，有利于贫困户
脱贫致富、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改善的民生工
程，它是我们的“光明”，也是我们的希望。大
家似乎都被感动了，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相表
态。“是啊，摘掉贫困的帽子，迎接致富的曙光
一直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啊。”“我们还犹豫个
啥？”“行，我们跟着你们干。”⋯⋯带着老百姓
的接纳、认同和支持，我信心满满的向党委政
府递交了申请材料。我坚信我们会实现项目
的落地，也会迎来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我们
一直向着“光明”前进。

2019年7月18日 星期日 晴

从村里积分争星工作开展以来，村民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家家户
户打扫庭院里的生活垃圾，可是由于垃圾箱数
量不足，位置选择不合理等原因，造成大家乱
堆乱放，不仅影响环境美观，还造成火灾安全
隐患，垃圾点建设工作势在必行。今天上午，
我便带领村干部和几名保洁员到村里选择垃
圾点建设位置。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初步建设垃圾点23
处，相信随着各垃圾点的建成使用，双兴村一
定会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下午，我再次到贫
困户殷孝元家走访。他家经济基础差，2018
年5月份父亲患癌症去世，使本来就贫困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前段时间我给他报名参加
镇扶贫办协调的“放母收羔”项目，帮助他家向
合作社借了10只基础母羊发展羊养殖产业。
今天一看，10只母羊生长状况良好，有几只已
经怀羔了，殷孝元整个人状态也变了，信心和
动力都很足。他现在也有了一份公益性岗位，
定时巡林护林，很是尽职职责。他告诉我说，
现在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向着“光明”前进，做
什么都不会累。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6 年前，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
嵯岗苏木阿拉坦敖希特嘎查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那顺毕立格家只有两头牛，
而如今，这个三口之家凭着好政策和

自己的努力经营，家里已经有了大大小小 17 头牛。
2014 年，那顺毕力格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下，那顺毕力格开始发
展牛产业，2017 年他家脱了贫，现如今那顺毕力格
家里有牛 17 头，2019 年光卖牛就赚了 2 万元，过上
了“牛”日子。

正在给孩子辅导功课的妻子原梅高兴地告诉记
者：“去年我家双丰收：孩子考试得了第一名，家庭总
收入第一次超过 50000 元，达到了 58000 多元，养
牛给我们贫困户带了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孩子给我
们家带来了希望。今年我们两口子打算继续发展牛
产业，再去应聘个嘎查的护林员，又是一笔固定收入
呢。”据了解，在鄂温克旗这个牧业旗县，近 200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像那顺毕立格家一样凭借养殖产业脱
了贫。2019 年，该旗突出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产业
扶贫力度不断加强，扶持畜牧业主导产业的嘎查 4
家，总投资 250 万元，带动 151 户贫困户增收 15.45
万元。扶持养殖业合作社 4 家，总投资 100 万元，带
动 47 户贫困户增收 6.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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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孩子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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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赛音

“我年纪大了，去外面打工都找不到地
方。现在好了，在扶贫车间挑拣药材，活儿
轻快，还不耽误回家，一天能挣 60 多块钱，
这好事儿去哪儿找去。”正赶往扶贫车间上
班的贫困户魏庆乐呵呵地说。

今年 61 岁的魏庆是赤峰市翁牛特旗
五分地镇边家营子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照旗里的统一安排，现在搬迁到了翁牛
特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全宁街道河南社
区，不仅住上了新房子，还在社区里的扶贫
车间找到一份工作，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
误。

像这样能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的扶
贫车间，在安置区已经建起了 3 个，扶贫车
间由政府出资建设或政府承租闲置厂房供
商家无偿使用。据统计，这 3 个扶贫车间
日均从业人员有 400 多人，人均日收入在
80 至 120 元之间。

建立扶贫车间，只是翁牛特旗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帮助贫困群众就业的“法宝”
之一。为了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就业、有收入”，该旗打出就业服务
站、零工市场、扶贫车间、技能培训班、公益
性岗位、用工岗位送到家门口的“六到家门
口”就业帮扶组合拳，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

在专门满足群众随时就业的“零工市

场”，搬到紫城街道富兴社区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许国峰是常客，他看准了零工工资高、
发薪快的优势，每天都早早的来到零工市
场进行登记。“零工市场在家门口，出门就
登记，有活儿了立马就能出发，挣得多、拿
钱快，有时候一个月下来挣的钱就是以往
在老家一年的收入。”许国峰说。

“零工市场”开到家门口，除了让贫困
群众随时就业，还满足了安置区周边地区
季节性生产企业、种养大户等用工企业的
需求。目前，安置区已经开办了两个“零工
市场”，政府承担零工市场管理和服务费
用。目前，零工市场已经登记零工 22300
多人次，人均日收入 150 元左右，成功安置
就业 492 人。

在安置区的富兴社区和河南社区，就
业服务站设到家门口，不仅开展政策宣传、
职业介绍等工作，还对每一栋楼全体居民
进行拉网式调查，开展劳动力状况、就业愿
望和培训需求等调查，为技能培训、精准职
介做好准备。

了解到贫困群众的就业愿望和培训需
求后，该旗又把技能培训班办到家门口。
依托京蒙帮扶劳务协作实训基地，邀请用
工单位参加技能培训班结业仪式，现场对
接签约，实现一结业就能就业。2019 年，
已有电焊班、面点班、护工班等 275 名学员
在结业仪式现场与用工企业签订了劳动合
同。与此同时，该旗与企业积极对接，筛选
符合搬迁群众求职愿望和实际能力的用工

岗位，把用工岗位送到家门口。目前已经
组织 12 家用工企业上门签约，并举办了京
蒙帮扶 2019 年翁牛特旗“冬日暖阳”易地
搬迁安置区专场招聘会，参加招聘会的群
众 超 过 3000 人 ，现 场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536
人。

除此之外，翁牛特旗还把公益性岗位
开发到家门口。去年，旗就业局组织玉龙
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多单位在安置区召开
了搬迁群众公益性岗位开发现场推进会，
近 300 名搬迁群众参 加 。 在 广 泛 宣 传 公
益性岗位政策、工作职责、管理方式后，
实行现场报名、现场审核、现场签约、即
时上岗的方式，推进会现场有 38 人成功
签约。

抓好搬迁后的
就业服务
□韩雪茹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
一方人”问题的根本之策，但搬迁既不能搬
掉群众的利益，更不能搬掉群众的生计。走
出了“挪穷窝”第一步后，还要加大搬迁后续
扶持力度，在“断穷根”上下功夫，确保搬迁
后能够实现稳定脱贫、逐步致富。

搬迁只是手段，增收才是目的。稳定就
业是搬迁群众生计保障的根本，是帮助搬迁
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举措，关系到脱
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因此，要抓好搬迁后就
业服务体系建设，要推进搬迁劳动力培训工
作，让搬迁群众拥有“一技之长”，使他们在
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干、干得好”。还要围
绕产业园区等挖掘就业岗位、开办扶贫车间
和就业扶贫基地、统筹开发保洁保绿、治安
协管等各类公益性岗位，努力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促进搬迁群众自力更生。

住进了新房子，还要过上好日子。在
翁牛特旗，就业服务站设到家门口、零工市
场开到家门口、就业扶贫车间建到家门口、
技能培训班办到家门口、公益性岗位开发
到家门口、用工岗位送到家门口的“六到家
门口”就业帮扶组合拳，让搬迁群众实现了

“能就业、有收入”，为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翁牛特旗：“六到家门口”开启易地搬迁新生活

笑声又回到了我们家
◎讲述者：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大城尧村裴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