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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常乐

门前鸟声鸣、院中菜蔬香，村里干净
整洁、庭院错落有致，一排排大油豆角藤
蔓整齐划一……这是呼伦贝尔市扎兰屯
市卧牛河镇四道桥村的一景。“在庭院经
济带动下，家园变美了，靠着‘方寸地’，我
们增收了。”四道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
淑清说。

2014年，刘淑清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6 年稳定脱贫。“我俩有两个学
生，大孩子2016年大学毕业了，小孩子今

年上高中。我们夫妇俩靠着国家的好政
策，承包耕地种植大豆、玉米，两年就脱了
贫。”在庭院里侍弄豆角的刘淑清高兴地
说。如今，刘淑清家有耕地200多亩、猪20
头。今年初，村里提倡庭院里种植大油豆
角致富增收，她家也积极参与了。

走进刘淑清家，庭院里种植的大油豆
角挂满枝藤。“我家园子一共3亩地，其中
一亩地种了大油豆角，这一亩地给我带
来的收益可不小呢。”刘淑清算起了账，

“房前屋后的园子地，过去都是俺们种菜
养猪、生产自家口粮的地方。今年，村里
带领俺们种植起了大油豆角，不仅产量

高，而且也不愁卖，村里直接就收走了。
种大田一亩地的收入最高也就 500元左
右，今年园子里的一亩大油豆角就已经
卖到了1800元左右。现在架子上还有一
些豆角，可以等到成熟之后卖豆角种子，
这又是一笔收入。”据刘淑清初步估算，
今年她家园子里种的豆角预计一亩地能
收入 2000 元，明年她打算 3亩地全都种
大油豆角。

四道桥村位于卧牛河镇西北方向 10
公里处，常住人口1157人，村民经济来源
主要是打工和种地。为了增加农民收入，
四道桥村“两委”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不求

高楼大厦，只求短小精干”的目标，依托本
地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在房前屋后的自留
地里精耕细作，带领村民种植大油豆角，全
程跟踪进行技术指导。村党支部书记韩守
财说：“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庭院为基地
的模式，不仅可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
事多种生产经营，也能让农民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安居乐业。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同时，大大改善了农民
的居住环境。要想发展好庭院经济，基础
设施建设和后期加工销售都得跟上。”今年
9月初，四道桥村农产品生产加工项目已投
入使用，总建筑面积为480平方米，包括加

工生产车间、冷藏室、保鲜库、速冻车间、产
品展厅、检验室等。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韩守财说：“明年
我们要建设4个大棚，主要以木耳、滑子菇
等地方特色农产品为主，我们要打造自己
的品牌，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
业链，带动全村致富。”目前，四道桥村与19
户脱贫户签订了庭院经济豆角种植合同，
种植豆角20余亩，农产品加工车间里机器
轰鸣声不绝于耳，一根根干豆角被打包运
出。这片整齐划一的豆角藤蔓在美化村庄
的同时，也开启了全村庭院经济发展的新
篇章。

“方寸地”变成了“增收园”

□本报记者 李晗

我叫包那顺勿力塔，家住兴安盟科右中
旗巴彦呼舒镇查干敖瑞嘎查，今年60岁，和
妻子儿子生活在一起。原本，我们这个三口
之家日子过得还算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重病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

2009年，我妻子白哈申其木格突患心
梗，高昂的医疗费让我们家的生活一下子陷
入贫困。2014年，妻子的病情已发展为贫
血性心脏病，当时还得供儿子念大学，我感
到天都快塌下来了。眼见连儿子的生活费

都供不上了，需要装5个心脏支架的妻子，
刚完成1个支架手术便要放弃治疗。虽然
我嘴上安抚着妻子，让她安心治疗，可我心
里清楚，家里已经欠了10多万元的债，再也
借不到钱了。夜深人静，我经常躲在被窝里
痛哭。

2015年，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住院报销
90%以上，实打实的健康扶贫政策让妻子顺
利完成了余下的4个心脏支架手术，她脸上
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解决了后顾之忧，扶贫干部又带着“产
业扶贫菜单”来到家中，让我们两口子自主

选择。经过细细盘算，我决定发展养牛
业。政府给我家提供了产业扶贫资金 4.5
万元，买了6头基础母牛。万事开头难，缺
少冬春饲草、没牛棚、牲畜饮水难等一系列
问题又让我陷入焦虑。扶贫干部又主动协
调爱心企业捐赠饲草，为我家建了牛棚、打
了新井。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牛养好。我们夫
妻俩起早贪黑，像抚养孩子一样伺候牛，一
次不落地参加养牛培训班。就这样，母牛下
小牛，小牛卖了再继续买母牛，两三年时间，
我家的牛已经发展到了17头。前后出栏了
6头牛，收入5万多元，我用其中1万元盖了

草料棚，这下养牛的家当更齐全了。牛产业
给我带来了“牛日子”，2018年，我家顺利脱
了贫。

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感觉活出了个模
样。现在，我家窗明几净，屋里添置了新电
视机、台式电脑，牛棚也安了监控器，我们俩
不用老往牛棚跑了，可以在家一边看电视一
边观察牛的情况，日子真的美。

现在，我养的牛至少值20多万元，下一
步还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等再过两年儿
子结婚时，给他购置一套新房。我心里还有
个愿望，就是今年一定要给孩儿他娘买一枚
金戒指，日子好了，该让她享享福了。

牛棚也安了监控器，日子真的美
◎讲述者：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查干敖瑞嘎查 包那顺勿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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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4日 晴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中午召
开六间房村农民种植技术培训会，
是关于向日葵种植技术的，30多
位农民参加了培训。培训以视频
的形式进行，从选择适合当地气
候、土壤且生长期较短的向日葵种
子，到播种、浇水、施肥、授粉、收获
等一系列田间管理技术，农民朋友
听得特别认真，会后又进行了交
流，效果特别好。

下午，接着召开六间房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攻坚知识培训
会。我围绕13个说得清内容逐项
讲解，并与贫困户互动。家庭情况
说得清、脱贫情况说得清、“两不愁
三保障”说得清、易地扶贫搬迁说
得清、危房改造说得清、教育扶贫
说得清、健康扶贫说得清、产业扶
贫说得清、就业扶贫说得清、金融
扶贫说得清、家庭收入说得清、驻
村帮扶说得清、村庄变化说得清。

通过培训，贫困户对 13个说
得清内容有了详细了解，进一步提
高了贫困户对各项扶贫政策的知
晓率。

2020年5月16日 晴

星期六，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没有休息，我们要去做贫困户扶贫
政策落实摸底排查工作。上午，我
们入户走访了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刘润财家。刘润财65岁，妻子58
岁，妻子张爱桃患有脑瘤，并做了
心脏支架手术，巨额的医疗费使得
家里一贫如洗。2015年底，他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
年，我们为其制定了因人因户帮扶
政策。

首先是健康扶贫，张爱桃住院
医药费报销比例达90%，还享受慢
病签约送药服务。其次是社会兜
底保障扶贫，以户施保，夫妻2人
均享受低保B类每人每月310元，
2016、2017他家享受到两年煤炭
补贴共1200元。张爱桃还享受残
疾人生活补贴每月100元，我们又
为张爱桃争取到贫困妇女救助金
600元。要想彻底脱贫，一定要有
自己的产业。按照菜单式奖补细
则，他家获得了种植业养殖业奖补
12000 元，还享受村集体经济救
助、分红共2000元。

经摸底排查，这一系列扶贫政
策均已落实到户，刘润财家2019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2970.88 元，
于当年11月脱了贫。我至今记得
刘润财脱贫那一刻，我的眼泪溢满
了眼眶。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有了
成果，是值得的，希望他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

□李振南

庭院经济，是农民以自己的住宅
院落及其周围为基地，以家庭为生产
和经营单位，为自己和社会提供农业
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扎兰
屯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庭院经
济，变“方寸地”为“致富园”，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个小小的庭院，种些花草或者
是应季蔬菜，让农家小院有红花绿
叶、有累累硕果、有鸡犬相闻，不仅可
以将闲置土地利用起来，还可以让庭
院变身“农家乐”，吸引来自城里的游
客体验乡村风情，大幅拓展了小院的
发展新空间。这本经济账算好了，前
景可观。

尝到了庭院经济的甜头，村民奔
小康的信心会更足。下一步，基层政
府应当指导农户对庭院加强规划，把
发展庭院经济的重要意义告诉村民，
帮助他们把增加收入的账算清楚，把
发展庭院经济的好处弄明白，在引
导、示范、放大上见实效，逐步形成小
规模、大群体，小产品、大产业的庭院
经济发展模式，让农民群众足不出户
就有钱赚。

足不出户有钱赚

□本报记者 钱其鲁 实习生 魏嘉璐 摄影报道

9月初，通辽市库伦旗扣河子镇扣河子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郭玉梅承包的大棚西红柿开始成熟了，一家人采收、
装运，忙得不亦乐乎。

郭玉梅说，她以前在辽宁的蔬菜大棚长期打工，对于
蔬菜种植比较了解。政府优先让贫困户承包大棚，在帮扶
干部的支持下，她承包了4个大棚。最近，西红柿价格不
错，每斤一元八角左右。这几天，她每两天采摘一次，大概
有3000多斤，预计全年能采收10万多斤，纯收入能达十
几万元。

2019年，库伦旗利用京蒙帮扶资金和各类扶贫资金，
在交通便利、群众种植蔬菜积极性高的扣河子村和秦家沟
村投入558万元建设25栋日光温室大棚。扣河子村建了
12座，优先承包给贫困群众，每栋大棚只需上交固定资产
8%的租金。目前，这些蔬菜大棚已带动65名贫困户实现
就业。

柿子红了

本报 9月 22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
义勒力特嘎查将抓党建与促脱
贫有机结合，依托近郊、生态、交
通等优势，嘎查党支部带领大家
大力发展旅游业，打造开心农
场、开心牧场等景点壮大集体经
济，不仅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
发展，还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产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目
前，开心农场已经为90余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每人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义
勒力特嘎查90户184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本报 9月 22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为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以积极稳妥、多渠道的就业
帮扶政策有力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近日，商都县举办2020年京
蒙劳务协作秋季现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共有46家企业参与
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985个，相
关部门还免费为求职人员提供
职业指导、求职登记、技能培训、
创业政策等专业咨询服务。

本报 9月 22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今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套海镇
投资1.75亿元，在蒙古族新村西
侧建设占地面积400亩的蒙蓄
园奶绵羊繁育基地，建成后将按
照统一提供基础母羊、统一提供
饲料、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
提供防疫药品、统一回收的“五
统一”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资产
收益、放母收羔、订单种植、农民
务工等举措，构建起“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农企利益
联结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及贫困
户走出一条奶绵羊产业脱贫致
富之路。截至目前，该蒙古族新
村已有20户农户搬迁入住，40
户农户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
年底可全部搬迁入住。

打理。装车。

熟了。

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