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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采风

□本报融媒体记者 徐永升
林西县融媒体中心 王海英

晚春时节，来到赤峰市林西
县大井镇大榆树村农民代云平家
时，代云平正在用玉米皮制做工
艺品。“这过去遍地乱扔的玉米
皮，经过这么一鼓捣，就变成好看
适用的小花篮、小拎包、小坐垫。
这个技术学到手可真不赖，在家
就能赚零花钱。”代云平熟练地摆
弄着手中的玉米皮，半个小时的
功夫，一个精致的小花瓶编织品
就呈现在眼前。

2019年，代云平和村里姐妹
依靠玉米皮手工艺品产业，用一
双“巧手”开启美丽幸福新生活。
今年春节以来，受疫情影响，她和
姐妹们不能在“妇女之家”相聚、
切磋技艺，但宅在家中的她们，通
过电话、微信等互相沟通交流，创
新产品花样，编织新产品。据了
解，疫情防控期间，宅家妇女们编

织的产品有一半售出，人均收入
800多元。这些往日拿回家烧火
做饭或直接在地里粉碎的玉米
皮，竟成了该镇妇女发家致富的

“香饽饽”。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

农村妇女就业，2018年 10月，林
西县大井镇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
地玉米种植面积广、玉米叶产量大
的实际，积极发展玉米皮手工艺品
产业，利用玉米皮制作工艺品。

“我要努力把这门手艺学好，
闲暇时间只要动动手就能给家里
添收入，最主要是没成本，家家都
有原料，只要肯学就能挣钱。”大榆
树村村民张凤兰通过微信联系到
常来村里培训的吉林省大安市指
导教师，很快就学会了一种编织新
花样。自从有了这门手艺，张凤兰
还真“上了瘾”，没事儿总是拿着玉
米皮用心琢磨，在她家里，时不时
会出现一个新奇小制品。

大井镇除在大榆树村发展玉
米皮编织工艺品外，还在东方红

村发展玉米皮贴画工艺品——以
玉米皮为原材料，采用煮、晒、熨
等多种方法，经过颜色处理、防
腐、粘贴、护膜、装裱等复杂工序，
做成湿而不卷、燥而不裂的玉米
皮贴画，形成了“一村一品”玉米
皮制作新格局。

在大井镇玉米皮手工制作精
品展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玉米
皮产品让人耳目一新，不仅有《梅
兰竹菊》《春色满园》《大展宏图》
等内容不同、制作精美的玉米皮
贴画，还有花瓶、凉席、储物筐等
各种各样的玉米皮编织品。这里
不时就会有新作品入驻。这些精
美的作品，价格也不等，小到几十
元，大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由于
是纯手工制作，创作一幅作品有
时会耗时数月。单从人工成本上
看，也注定了作品“不菲”的身
价。其中由老师和学员利用近1
个月时间共同完成的《松鹤延年》
贴画作品深受市场青睐。

“没想到这原本不起眼的玉

米皮，竟然能做出这么精美的贴
画，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画
竟然出自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之
手，真是不简单。”前来参观的人
们感叹不已。

一片玉米皮，打开文化扶贫
一扇窗。大井镇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公司
化管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研发
设计、分户小作坊生产、统一商标
标识、统一订单回收的营销模式，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变成了社会化
大生产。目前，镇里已累计举办
培训班53期，参与培训的妇女、
贫困户、残疾人150余人，编织产
品10类1000余件。通过签订订
单和展会销售等方式，打通产品
销路，实现农民增收。

如今，大井镇村村建基地，以
妇女为主体，“高端做粘画、创意
新特奇，低端做编织、种类样样
全，回收有订单、价格有保障，自
己有销路、链条拉得长”，正在向

“玉米皮工艺美术之镇”迈进。

一片玉米皮打开文化扶贫一扇窗

本报兴安4月28日电 （融
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科
右前旗融媒体中心 崔建平 苏
雅拉其其格）近日，科右前旗阿力
得尔苏木联合远在 1290公里外
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开展
的“爱+家 志愿爱心公益果林”计
划，得到了中关村青年的积极响
应，现已有 129名北京青年志愿
者参与线上植树，以30元1棵果

树的标准认领了沙果、苹果、梨等
果树348棵。

“我们街道和内蒙古的阿力
得尔苏木是对口帮扶关系，当得
知他们准备在200亩荒地种果树
时，我们迸发出一个想法：何不邀
请广大青年线上认领1棵属于自
己的果树，同时也给当地困难群
众送上一份希望呢？”中关村街道
团工委书记李凯旋说。

目前，阿力得尔苏木已收到
爱心志愿款项10440元，将用于
购买果树苗、搭建防护栏及 3年
的养护费用，同时组织当地青年
种植果树，双方共同“云”监工现
场作业和定期查看树苗生长情
况，等到树苗长大些，在树上挂上
写有认领人或家庭名字的铭牌。

“或许有一天，当认养果树的
青年到阿力得尔苏木旅游时，看

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果树，就会感
慨，这份心意从虚拟变成了现
实。”李凯旋说。

据了解，中关村街道社区青
年汇已经帮助阿力得尔苏木低收
入家庭完成了近300个微心愿，
助力低收入家庭孩子获得 64份
助学金，以及 179 双鞋、28套书
桌、59个书包、8套衣服和相关文
体用品，折合资金11.9万元。

爱心果树拉近京蒙距离

本报通辽4月28日电 “一
会儿朱会计就将树苗款打给坤浩
园林，明早7点树苗到位，崔主任
安排村民栽种树苗，李书记负责
组织村民培土浇水……”4月 27
日下午，科左中旗门达镇副镇长
马彦朋正在与武警通辽支队副政
委、扶贫干部陈慧峰协调安排锦
绣海棠经济林项目建设。

“小合心嘎查是支队定点
帮扶嘎查，于 2018 年实现脱贫
出列，累计脱贫 8户 26人，村民

人均收入从 2100 元提高到现
在的 8000 元，但嘎查集体经济
薄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去
年我们协调推动光伏扶贫村级
电站项目落地，今年这个经济
林项目算是小康路上再送一
程，项目收益既可以进一步壮
大集体经济，又能够为村民补
助合作医疗保险费，还可建立
助学基金和因病因灾致贫基
金。”支队长汪泳说。

去年谋划产业项目时，该支

队原计划帮助嘎查发展肉牛养殖
项目，但考虑到养殖项目运营成
本高、防疫难度大、收益见效慢，
经过与嘎查“两委”多次考察论
证，决定利用嘎查闲置100亩林
地分批发展锦绣海棠经济林项
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
队一直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扶
贫工作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嘎查
干部群众也一度担心项目落空，
我们网签项目帮建协议后，有人
担心经费不能及时到账，误了栽

种果树的时间。我们抓紧推动经
费审议批复事项，确保了不误农
时，目前已完成果树苗购置、土地
平整改良、防风林建设等工作，经
济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支队政
委柳春普介绍说。

援建款项到位后，嘎查朱会
计给支队扶贫干部王明发了一条
微信：“疫情阻隔不了你们的扶贫
工作，你们是最棒的，代表村民感
谢你们！”

（郝博 杨鹏业）

小合心嘎查扶贫经济林项目落地了

●赤峰市红山区人社局积极组织开
展“不见面、不接触”的线上就业信息服
务，为企业复产复工做好用工准备。目
前已开展线上招聘会4场，为210家企
业发布就业岗位1500个。

（红山区融媒体中心 刘东鸣 王
孟杰）

●总投资1000万元的凉城县永兴
镇废旧地膜加工厂正在加紧建设中，预
计5月中旬可建成投产，可年处理废旧
地膜1万吨，在回收废旧地膜变废为宝、
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有效减少岱海流
域面源污染，对改善岱海水质将起到积
极作用。

（凉城县融媒体中心 宋福恒 ）

●西乌珠穆沁旗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积极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
前，该旗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已达92%。

（西乌珠穆沁旗融媒体中心 春华）

●科左后旗公安局坚持疫情防控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部署、同推进，今年
截至目前，共打掉12个涉恶团伙，立案
114起，采取强制措施279人。

（周连龙）

●近日，磴口县公安局民警深入商
场、居民小区、村社等地开展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普法宣传活动，向群众免费发放
国家安全知识手册、公民防范袭击手册
等相关法律法规彩页3000余份。

（潘生富 田芳 刘泽）

●今年，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兴隆庄
村拓宽发展思路，引导村民将土地统一
流转给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用于种植
甜菜，发展订单农业，到目前已有550户
村民进行土地流转，预计甜菜种植面积
可达4100亩土地。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 张玉春 陈
琦）

●赤峰市红山绿色食品产业园区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响应企业复
工复产需求，为企业员工办理通行证，协
助解决原材料断档等困难，同时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为即将入驻企业开展一
对一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难点”，打通

“堵点”，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保驾护
航。

（红山区融媒体中心 刘东鸣 王
孟杰）

●针对今春天气持续干旱的实际，
察右中旗供电分局开通了抗旱用电服务

“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抗旱用电及农
业生产用电优先办理，组织人员对农业
用电线路及变压器等设备进行巡查、消
缺，全力以赴确保农民生产用电。

（杨利斌）

●近日，在伊金霍洛旗2020年春季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暨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大会上，共签约14个项目，总投资
216.09亿元；集中开工项目10项，总投
资59.34亿元。这些项目涵盖现代能源
经济、煤炭集疏运、新材料、健康养老、装
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将为该旗经济高质
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伊金霍洛旗融媒体中心）

●近日，乌兰浩特市举办专职网格
员业务培训班，围绕网格化管理目标、网
格化管理系统、专职网格员应知应会基
础知识和居民基础信息入户采集工作相
关业务知识等内容，对全市104名专职
网格员进行了培训。

（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孙莹
王雪）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重点项目
大雁镇中水回用工程开工。该工程完工
后将承担新建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达到一
级A的中水收集，按照中水应用尽用要
求，部分中水作为园林绿化灌溉使用，切
实改善区域水环境，进一步巩固呼伦湖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果。

（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

●日前，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举
行首批检察公益诉讼观察员聘任仪式，
14名观察员现场接受聘任证书。这些
观察员来自市人大、政协、人民监督员、
新闻媒体记者等群团组织和行业，涵盖
了苏木乡镇办、国有森工企业、国有农垦
企业，将承担宣传公益诉讼工作、收集提
供案件线索、见证现场勘验、监督检察机
关等职责。 （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

●根河市团委近日发起“‘河’我一
起，守护碧水——美丽中国·青春行动”
2020年净滩行动，30余名青年团员志愿
者来到根河主河道北岸清理垃圾。

（根河市融媒体中心）

本报赤峰4月 28日电 近日，巴林左
旗2020年76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12.7亿元，其中50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
26个新建项目集中开工，项目开复工率达
到63%。今年，该旗计划实施121个重点项
目，涉及工业经济、农牧林水、文旅商贸、社
会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总投资203
亿元。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邱静）

红山区
利用红外摄像监测防范火灾

本报赤峰4月28日电 为进一步提高
森林防火预警能力，赤峰市红山区森林防灭
火指挥部运用信息化手段，在重点林地附近
建立城郊林场红山、南山生态园等7处红外
摄像监测塔，利用红外热成像热感应技术和
烟火智能检测算法，对数公里范围内的森林
资源进行监测。目前已有6处投入使用。

（红山区融媒体中心 杨艳波 王孟
杰）

鄂托克前旗昂素镇
实施百万亩柠条种植行动

本报鄂尔多斯4月28日电 昂素镇是
鄂托克前旗的牧业大镇，拥有560万亩可利
用的草牧场，全镇柠条种植面积达 240万
亩。从今年起，该镇组织实施“百万亩柠条
种植行动”，计划在未来5年内新增柠条种
植面积100万亩，到2025年使全镇柠条总
面积达340万亩以上，在全面改善生态环境
的同时，服务肉牛肉羊生态养殖产业。今
年，该镇计划完成种植10万亩柠条的目标。

（鄂托克前旗融媒体中心 刘思扬 裴
飞雄）

磴口县
“天眼”为复业商铺保驾护航

本报巴彦淖尔4月 28日电 近日，磴
口县公安局收到商铺送来的一面“疫情当前
民为先 立警为公秒办案”的锦旗，感谢民
警为他们成功找回丢失的现金。

按照县里复工复产安排，鑫牛商城二楼
15号商铺开门迎客，没想到放在手提包里
的7970元现金被盗。民警迅速展开调查，
调取“天眼”工程安装在商铺及周边的监控
视频，锁定了嫌疑人李某，成功将其抓获。
在证据面前，李某承认自己趁商铺老板不注
意盗取现金并购买了1辆价值4000多元的
电动车及手机和衣服。民警立刻与电动车、
手机、衣服的营销商等联系协商，将所购物
品按原价退回，将被盗现金追回并返还给失
主。 （潘生富 田芳 刘泽）

喀喇沁旗
建强队伍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赤峰4月28日电 喀喇沁旗持续
强化党建引领，通过抓好村干部、驻村工作
队、基层党员3支队伍管理，切实提升抓党
建促脱贫工作水平，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
供坚实组织保障。

该旗以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为抓手，
建立健全旗、乡、村“三级共管”机制，深入开
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转化工作，将思
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的554名优秀干部选
派到161个行政村工作，组织148名农村党
员大户结对帮扶重点未脱贫户，一对一传授
产业致富经验，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
选准脱贫产业、联系销售渠道，确保2020年
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李东旭）

阿右旗
牧民挖出3米多长甘草

本报阿拉善4月 28日电 近日，阿拉
善右旗雅布赖镇巴丹吉林嘎查牧民布仁巴
图、阿拉腾其其格夫妇在自家牧场挖出1根
长3米多的野生甘草。

“这株甘草有8公斤重，还是第一次见
到这样又粗又高的甘草。平时挖到最高的
也就2个铁锹把高，而这次挖到的有房子那
么高，很少见这么高的甘草，很稀奇。”布仁
巴图说。阿右旗甘草资源丰富，该旗甘草具
有杆粗壮、粉性足、甘草酸含量高、不起虫等
优点。近年来，该旗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
大力推进特色化产业发展，在积极保护野生
甘草、锁阳、肉苁蓉等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
人工种植，使广大农牧民依靠沙草产业走上
致富路。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宏章 阿右旗融
媒体中心 娜音太）

巴林左旗
76项重点项目开复工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倒排工期，加足马力进行秸秆回收，全镇
26个行政村秸秆打捆离田全部完成，确保了春播不误农时。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备战春耕马虎不得。”该镇副镇长
崔喜乐说：“为了不误农时，镇领导班子与村民一同昼夜加班加点
连续干了1个多月，镇政府千方百计联系了5个专业回收企业，配
备13台打捆机，日打捆秸秆突破2700亩。”

新营子镇科学统筹安排秸秆回收，紧急调度托克托县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及几家签约合作的秸秆回收企业，每天十几台打捆
机、搂草机、平板拖车同时作业，大大加快了打捆工作进度，且地
里的秸秆清理得很干净，不漏碎渣，村民只要把地翻一翻就可以
播种了。目前，该镇需要回收的11.5万亩秸秆全部打捆离田，多
个村开始春播。

秸秆打捆离田秸秆打捆离田
不误农时春播不误农时春播

合同营村驻村工作合同营村驻村工作
队指导贫困户搞好春耕队指导贫困户搞好春耕。。

秸秆打捆回收。

豆腐窑村开始春播豆腐窑村开始春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