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2020年鄂温克旗第二期民族手工艺品及工具
制作培训班开始啦，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 4月 15日
结束……结业后发放相关培训合格证书。”近日，在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微信上频频转发着这样一则报名
信息。

发布这则培训信息的是鄂温克旗文化产业创业园
内开皮具店的老板苏志峰，同时他也是鄂温克旗皮雕
非遗项目传承人。苏志峰介绍说，第二期培训班已有
19人报名，其中包括 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1名残疾
人。目前，正在通过网络对他们进行理论培训，等复工
复产后，再分批次组织他们到培训教室进行实操练习。

2019年，苏志峰作为老师参与了6期旗残联的培
训班及14期鄂温克旗建档立卡贫困户特色产业培训
班，共计培训人员近500人次。去年，他的兀傲皮具店
就吸纳6名残疾人、7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选皮、画图、裁皮、粘合、上色、交货……去年，152
件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皮具制品在锡尼河东苏木孟根
楚鲁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米格木尔的手中诞生，身有
残疾的米格木尔在2016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 年实现脱贫，2019 年全年家庭总收入达到了
42294元，其中靠着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就挣了23200
元。

“传统工艺正在走向振兴，我们不仅要让匠人手艺
和匠人精神传播下去，还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助力脱
贫攻坚，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苏志峰说。

【我奋斗·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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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到庭院”鼓起贫困户的“零用钱口袋”

我家脱贫有大招
◎讲述者：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土龙岗村李忠启

□本报记者 赵弘

4月的兴安盟科右前旗，天气已渐渐变
暖。在科尔沁镇远新村，75 岁的高玉良
一大早就忙乎起来了。准备饲料、细致
搅拌……一气呵成，看到院子里快乐奔来
的鸡群，老人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我这
干不了重活儿的人，还能在自己的院子里
搞一份产业，终于能凭着辛苦挣到钱了。”

高玉良患有肺心病，腰腿还长期疼
痛。妻子田桂兰75岁了，患有精神病和气
管炎，丧失劳动能力。2016年4月，他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脱贫政策一
系列的扶持，当年他家就脱了贫。去年，为

了发展庭院经济，高玉良和平安村展翼合
作社签订了养殖订单，加入了“赠鸡还鸡”
的扶贫项目。展翼合作社为他家提供50
只雏鸡，并提供养殖技术。半年后，高玉良
按规定还给合作社5只成年鸡，自己卖了
近20只，每只鸡75至85元，仅养殖这一项
就增收了近2000元。

像高玉良这样依靠发展庭院经济增收
的贫困户，在科右前旗还有不少。2018年
以来，科右前旗通过赠鸡还蛋、赠鸡还鸡、
赠猪还肉三种模式帮助贫困户发展庭院经
济，助力脱贫攻坚。2018年，有45户贫困
户签订了养殖合同，贫困户年均增收1700
元。2019年，为解决弱劳动力增收问题，
在原有扶贫模式基础上，科右前旗又创新

模式，带领合作社等减贫带贫企业推动“送
订单进庭院”项目，签订种植养殖合同的贫
困户扩大到136户，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
增收渠道。

这几天，家住科尔沁镇湖南村的史景龙
闲不住了，收拾起了自家庭院。“早点收拾
好，5月份就可以种园子了。”他乐呵呵地说。

原来，老史受益于“送订单到庭院”模
式，去年同展翼合作社签订了种植订单，种
植黄金勾豆角，靠着的庭院里8分地，他收
入了3000元。史景龙患有脑瘤，妻子陈淑
平有糖尿病，母亲姚瑞兰已经84岁了，一家
3口无劳动能力。“像我这样的身体，不出门
就能赚3000元，特别知足。”史景龙说。

在“送订单到庭院”模式中，展翼合作社为

贫困群众提供种子、技术指导等服务，黄金勾豆
角成熟后以每斤2.5元的价格统一回收，回收
之后合作社通过同城配送、电商扶贫等形式销
往北京、沈阳等地区，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以前老百姓家里的院子好多都荒着，
不挣钱。发展庭院经济解决了弱劳动能力
贫困户的增收问题，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
积极性，提高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既美了
乡村，也鼓了百姓的‘零用钱口袋’。”旗扶
贫办主任孟凡祺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该旗始终把产业扶贫
作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实现持续稳
定增收脱贫的治本之策，从而实现由“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2017
年，该旗针对有劳动能力和弱老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编制《科右前旗产业扶贫规划》，
相继启动实施“五大产业功能区”“四个
100”工程建设，聚焦“米、菜、油、糖，猪、药、
牛、羊”八大农牧业主导产业，加快产业布
局调整，大力发展林果、甜菜、水稻、蔬菜、
肉羊、肉牛、生猪等特色脱贫产业，实现了
到户产业施策全覆盖。在全覆盖的基础
上，又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按照庭院经济整
村推进“五步法”，组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发放畜禽7.1万头（只）、种植黏玉米和中
草药等农副产品760亩、发展林果苗木4.5
万株，组织手工刺绣班120期。2019年，科
右前旗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带动农牧民
3930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56户，实现
人均增收860元以上。

2019年12月5日 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扎根在巴彦乌素
嘎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已经快两年了。2018年3
月，我受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委派，踏上了巴彦乌
素嘎查的土地。在这两年驻村扶贫期间，走访、
摸底已经成为我和工作队队员们的“家常便
饭”。为了真正带领牧民脱贫致富，我一边深入
群众，沉下心、俯下身摸清村情民意，一边迅速转
变角色，吃透扶贫政策精神，提升精准扶贫能力，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驻村帮扶工作。我想，“ 守
初心、担使命”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将真情融入
到工作中去、暖到老百姓心坎儿里去，着力为牧
民解决实际问题。

驻村后，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里
面貌得到改变！这个初心深深篆刻在了我的心
底。自那时起，我这颗心就真正地留在了这里
了。我率先垂范，坚持吃住在村上，不当“走读”
干部，带动和帮助广大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在服
务群众中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强化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我
主动想办法、出点子，努力提升工作水平和质
量。针对牧区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党员开展自学
不便的现状，我在利用“学习强国”app进行学习
上下功夫，给予及时指导和大力推广，掀起利用

“学习强国”学理论、用理论的浓厚氛围，切实加
强党员的教育管理，从而带动志智双扶，全力以
赴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有效开展。

2020年3月20日 晴

怎样发展产业、促进群众增收，是我一直在
思考和摸索的问题。驻村以来，我持续跟踪管理
2014 年以来已脱贫 11 户 34 人，巩固脱贫成果。
还利用市林草局植被志恢复资金160万元，种植
500 亩经济果林，为牧民赢得更大的经济收益。
通过中国绿化基金会和蚂蚁金服提供建设资金
237万元种植沙柳50万穴，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促
进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我与村“两委”班子研究讨论，在闲置的50亩
集体用地上建设一个集种植园、经济果林、智能
温室大棚、鱼塘为一体的多功能有机采摘果园
区。经过多次积极协调，项目资金有了着落。面
对怎样利用有限资金创造更大利益的课题，我在
构图规划、施工方案、成本预算、市场调研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资金的逐步到位，我积极投
身到经济园建设中。为降低成本、保证树木成活
率，我既当技术员又当工人，种植各类果树5千多
棵，成活率达到95%以上。在建成的50亩采摘园
中，引入旗农牧局专项建设项目完成2048平方米
智能温室大棚。目前，大棚内新种植的1300棵葡
萄苗已开始发芽抽条。新建的两亩鱼塘不仅能
保障园区树木1个月浇灌量，同时还可以通过养
殖鱼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几年驻村工作经验，让我深深喜欢上农村牧
区的广阔天地，也和牧民结下了深厚友谊。由于
嘎查 13 户牧民没有羊棚或草棚，我一直牵挂在
心。经过不懈努力，2019年，终于为他们解决了
这个问题，全嘎查牧民基本实现户均有羊草棚。
看到他们幸福的笑容，我真替他们高兴，同时默
默为自己点赞。虽然驻村期间，遇到过诸多困
难，但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已经将这片土地当成
自己的家，将扶贫工作当成了一项事业。

本报 3月 31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近日，由鄂尔多斯市包联驻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地方优质农副
产品展览举行。展览充分展现了该
市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
为农企产销对接、流通交易和利益联
结搭建了桥梁。据了解，2018年以
来，该市选派了2476名包联驻村干
部深入到农村牧区，培育发展了一大
批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为广大农牧民
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 3月 31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阿
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脱贫攻坚，对扶贫项目开通

“绿色通道”，全力推动2020年扶贫
重点项目开工复工。针对60万元以
下项目，由旗国资公司支援开工，当
好疫情防控服务保障“顶梁柱”；针对
6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实行“联审联
批联办”和“容缺审批”机制，要求各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优化
审批流程，加快推进扶贫项目落地开
工，切实提高扶贫项目建设效率。

本报 3月 31日讯 （记者 韩
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为帮助新选派驻村干部尽快熟悉精
准扶贫各项政策，提升履职尽责的能
力，近日，通辽市奈曼旗举办了新选
派驻村干部岗前专题培训班，555名
新选派的驻村干部通过视频会议软
件在线学习。此次培训重点围绕脱
贫攻坚相关政策、脱贫攻坚巡视整改
工作及驻村干部如何开展好驻村工
作等内容进行了培训学习。

本报 3月 31日讯 （记者 赵
弘）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目
前，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五大扶
贫产业园区均已建成投产，总面积约
3万亩，总投资4.1亿元，覆盖贫困人
口1090户、2300人。其中，联丰燕
窝新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带动贫困人
口 110户、212人；呼必图生态经济
产业园区带动贫困人口103户、202
人；“星明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带动贫
困人口661户、1466人；白土马铃薯
种薯现代农业园区带动贫困人口65
户、130人；永胜休闲观光农业产业
园区带动贫困人口151户、290人。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我叫李忠启，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林
东镇土龙岗村。家中上有70多岁的父母，
下有三胞胎孩子要念书。前些年，我和妻
子侍弄家里的4.5亩耕地，一年收入只有
3000多元。年年入不敷出，我自己都不知
道日子该怎么过了。

直到 2017年，镇党委政府、驻村干部
和村“两委”班子开展“走千村进万家，建档
立卡再核查”工作，经过摸底排查，我家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打那以后，帮扶

干部常来家里问长问短，还给我们讲扶贫
政策，为我们脱贫想办法、寻出路。看着他
们为我家的事情忙进忙出，我心里头就暗
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尽快脱贫！

我是当家的，就一定要挑好大梁。
这几年身体不太好，我就到林东火车站
附近的采沙场找了个看碎石机器的活
儿，每月能挣 4000 元。这样一来，我家
每月都有现钱入账，日常开销就“不挠
头”了。

我妻子张文艳也不甘落后，打起了种
植蔬菜的主意。我们村是林东镇近郊村，
有“经纪人”专门帮着卖菜，价格还很合

适。她打听清楚行情后，一下子建了好几
个大棚，天天铆足了劲儿干。现在我们家
光种菜一年就能挣3万元呢！她还被聘为
村里的卫生保洁员，每月又能增加780元
收入。

我父亲李玉亭今年 72岁了，也不服
老。有一次，他去村里的养牛大户李国的
家里办事，看见李国的牛养得膘肥体壮，效
益很不错。一回家，他就张罗开了，从亲戚
那筹了一部分资金，先后买回来 3头牛。
为了养好牛，他让孙子在手机上帮着查养
牛技巧，还经常向李国请教养殖技术，现在
都成半个养牛专家了。除了2019年 1万

块钱卖了一头牛，我们家现在还存栏5头
牛，母牛还怀了犊，养牛成了我家的“小银
行”。

2018年我们家就脱贫了。要说起我
家脱贫有啥大招，我想，就是7口人各有分
工，当家的务工、妻子种菜、父亲养牛、母亲
看家、三个孩子专心念书，一家人齐心协力
战胜了贫困。

村“两委”班子换届时，我妻子还被选
为村民代表。我们家的日子能这么有奔
头，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和村里人的帮助。
以后村里的大事小情有需要出力的，我们
家第一个报名。

□赵弘

近年来，兴安盟科右前旗积极引导贫困
户发展庭院经济，将村民房前屋后的方寸之
地变成种植蔬菜、畜禽养殖的“创收之所”，
让贫困户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增收创业。眼
下，在科右前旗，856户贫困户家中的庭院里
一派备春耕的农忙景象，人人脸上都挂满了
希望和期待，因为这小庭院蕴含了让贫困群
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朴素梦想，只要搞得好就
是他们的“零用钱口袋”。

庭院经济之所以成为受欢迎的产业，就
在于接地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产业扶
贫上什么项目，一定不能想当然，要“目中有
人”，科右前旗正是充分考虑了产业的“适应
性”问题，把国家政策、市场前景、当地实际、
群众诉求等因素加以全面考虑、精准发力，
将小小的庭院经济一步步做大做强。

脱贫致富，并不能一蹴而就。这些年，
该旗从普惠式的到户产业施策“全覆盖”帮
扶转为择优式的“送订单进庭院”帮扶，营造
了良好的帮扶导向。此外，科右前旗的庭院
经济更倾向于调动弱劳动能力者的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全旗的脱贫质量，切
实扶到了点上、扶到了根上，帮助贫困户形
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进而激
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

瞄准庭院经济
精准发力

老手艺焕发新生机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顾客正在挑选皮包。苏志峰正在讲解各类皮
具模型的用途。

结业合影结业合影。。

学员们制作的皮画。

精美的皮具制品。

制作皮带。

学员在店里现场制作皮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