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户变成了我的亲人和朋友

◎刘子群

（通辽市科左后旗查日苏镇布敦花嘎查第一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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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十几年前，我们一直用院子里的压水
井打水生活。我们两口子都是残疾人，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压水很不方便，有时候打
不上水还得求助别人。”兴安盟突泉县永安
镇四家子村贫困户刘广合回忆起当年连连
摇头。

“过去，我们这儿农牧民的饮水设施停
留在较低水平，长期使用手压井提取浅层
地下水，由于地下水水位低，出水量小，供
水能力严重不足，群众取水困难。再就是
水质不好，饮水问题一直阻碍着群众生活
条件的改善。”四家子村支书曲维明说。

如何让村子脱离贫困、焕发生机？曲
维明说：“近些年，自治区水利厅大力帮扶

支持，用多种方式带领村民脱贫。”
2011 年，自治区水利厅开始定点帮扶

四家子村，对该村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后，制
定了逐步实施脱贫攻坚的计划和目标。

当年，四家子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23 户，贫困人口 259 人，主要是因病、因残
和缺乏劳动力致贫。村里以种植玉米、养
殖牲畜为主。近 10 年来，自治区水利厅制
定实施了 20 个帮扶项目，投入资金 1839
万元，推动当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紧紧
依托水利行业优势，先后在四家子村实施
了抗旱水源井、节水增粮、河道治理、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山洪沟治理等项目，共新增
节水灌溉面积 7000 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面积 8.72 平方公里，治理村内山洪沟 4 公
里，治理河道 3.529 公里，河段内村屯和耕
地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提高到 10 年一遇，

并对塌岸严重的河段进行了岸坡护砌。同
时，先后派出 8 批驻村帮扶队员，逐户走访
贫困户，因户施策，确保脱贫目标落实。

“现在水龙头一拧，在家里就能吃上好
水，比压出的水甜多了。”早就用上自来水
的刘广合发自肺腑地说，“不仅仅吃水的方
式改变了，村里种地的方式也改变了！”

“现在，我们村水浇地面积从过去的
840 亩增加到 6832 亩，亩产玉米提高了五
六百斤，人均收入也由 2011 年的 3000 多
元提高到 1 万余元。”曲维明说。

精准扶贫，产业先行。基础设施建设
好以后，自治区水利厅探索出精准扶贫的
新模式——发挥驻村龙头企业成功的养殖
经验和饲养技术，带动贫困户发展肉羊产
业实现稳定增收。

通过走访了解，结合四家子村的种植、

养殖业结构，经济状况和地理条件，自治区
水利厅与内蒙古三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采取养殖菜单、入股分红、劳务用
工、土地托管和自荐菜单等 5 种模式，由龙
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自我发展，为贫困户购
买肉羊 330 只，年户均分红 1800 元，3 年共
有 33 户贫困户受益，加快了四家子村的脱
贫步伐。

“我家以前仅靠种粮和几只羊生活，年
均收入仅 6821 元。如今，在驻村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年年有分红，我还在企业上班有
工资，加上养羊，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1 万
元了，这在以前真是想也不敢想。”四家子
村大榆树沟的贫困户苏恒才说。

为发展四家子村集体经济，自治区水
利厅协调、整合相关资金以村委会名义投
资到当地龙头企业，作为村集体入股股份，

每年按 10%的标准固定分红，一部分资金
可在扶贫攻坚期结束后，继续帮扶困难群
众，巩固脱贫成效；其余资金可用于村基础
设施建设，完成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
扶贫”的转变。

与此同时，自治区水利厅还坚持扶贫与
扶智、扶志相结合，加强各类知识和技能培
训，先后为四家子村举办各类培训班 80 场，
累计培训人数达 1 800 人次。对考上大学
的贫困学生，每人提供 1 万元助学金。向村
部捐赠图书 20 000余册，电脑、复印机等办
公设备10余台，提升了村部办公效率。

昔日贫穷落后的四家子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2017 年，四家子村被国家民
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8
年全村脱贫出列，2019 年年底高质量全面
脱贫。”永安镇镇长齐军说。

四家子村脱贫的四家子村脱贫的NN种打开方式种打开方式

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
□李振南

一个村能有几种脱贫方式？兴安盟
突泉县永安镇四家子村的故事给出了答
案：在发挥定点帮扶单位专长的基础上，
搞什么样的扶贫产业，给贫困群众什么样
的帮扶举措，只有千差万别，没有一定之
规。

脱贫攻坚作为一号民生工程，关乎贫
困群众的利益和福祉。脱贫的目的只有
一个，那就是让贫困户真正摆脱贫困，把
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脱贫的方式却没
有固定套路，也绝不能有固定套路。

很多时候，适合这个村的产业，在另
一个村就可能会“水土不服”，让这位贫困
户摆脱贫困的帮扶措施，在另一位贫困身
上可能收效甚微。脱贫攻坚难在精准、贵
在精准，既要因地制宜发展符合当地优势
的特色产业，更要因人而异挖掘贫困户内
生动力，才能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帮助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彻底除“穷根”，拔“病
根”。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充分利用房
前屋后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探索推广

“12345”庭院经济模式，即：1 户农民
种好10亩田，养好20只羊，喂好30只
土鸡，种好40株果树，户年均收入5万
元。2014 年以来，全县累计有 11597
贫困户实施了庭院经济项目，累计覆
盖贫困人口 25701 人，贫困户户均年
增收4000元以上，实现了稳定脱贫。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
晗）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
年来，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了各类社
会扶贫捐资助学发放仪式，共筹集社
会扶贫资金 70 余万元，为全旗 139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每人发放
助学金 4000 元，为 18 名特困大学生
每人发放助学金 8000 元。同时，设
立 300 万元教育发展基金，重点用于
扶持品学兼优学生和奖励优秀教职
人员，提升全旗教育质量。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
2020 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
永隆村农业机械设备扶贫项目投入
整合涉农涉牧资金 120 万元，购置了
茎穗兼收玉米收获机、青贮收割机、
农用中翻车、装载机和农用三轮车等
机械设备，由宇宙地镇永隆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运营管理，当年获得纯收入
9 万元。该项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减免收割费用的方式，有效降低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成本。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
慧玲）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近
年来，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实现
贫困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挣钱、顾
家、尽孝“三不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石哈河镇通过聘用公益性岗位人
员，就近就地输转劳动力，实现了部分
贫困户家门口就业的愿望，真正达到
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
变。下一步，石哈河镇将依托现有产
业优势，进一步加大产业扶贫和农业
结构调整力度，鼓励更多农户发展产
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20 年 11 月 2 日 晴

深秋下午的阳光温热，结束了一天的贫困户
信息采集工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驻地的火
炕上，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是曾经包联村的党支部
书记打来的电话，他与我聊起了当年一起扶贫的
点点滴滴。

挂断电话，回忆瞬间席卷了脑海。还记得那
年夏天，当时我刚刚担任常胜镇新民村的第一书
记，虽然刚开始到村上有些摸不清头绪，村干部和
群众对我也有点冷漠，但没能浇灭我做好扶贫工
作的热情。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组织干部进行
捐款和跑东跑西找企业拉赞助的辛酸，也正是这
10200 元的启动资金买来的鸡雏、菜籽、秧苗让我
开启了扶贫之路。之后我积极联系农牧局为贫困
户发放科技种养殖类的书籍，还组织干部们捐衣
物送温暖，逢年过节给贫困户们送大米、白面和粽
子等节日礼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我们与
贫困户的关系就像亲人一样。

扶贫就是民生工程，除了带动贫困户发展，还
要解决他们的困难。有一次，20 多名群众“闯”入
我们驻地，原因是他们稻田里的两口井坏了，涉及
800 亩稻田和 21 户百姓，当时我紧急如焚，经过多
方协调，终于从水务局协调了两口机井，加上拉
电，算下来共为群众节省 4 万余元。

找我们解决问题的群众越来越多。记得那年干
旱，老百姓为了浇地苦不堪言。于是我们积极联系旗
气象局，在村里设了一处人工降雨点。当12枚增雨炮
弹升空、大雨倾盆而下的一刻，老百姓们欢呼雀跃。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晴

今天在入户中见到了一位年轻的“老朋友”，她
的名字叫毛慧书，与母亲二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4 年以前，这个小姑娘还是初三的学生，虽然成
绩优异，但父亲长年患病在床，家中只有母亲一人
扛起生活的重担，家中生活也十分拮据。面对清贫
的生活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她十分自卑。后来父
亲因食道癌离世，再次击垮了这个家庭，她变得更
加悲观，每天像一只刺猬一样蜷缩在教室的角落。

就在全家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家成为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帮助她家落实了低保政策，
还用 5.2 万元的扶贫资金购买了 4 头基础母牛，配
套建设了青贮窖池，之后还落实了村级保洁员岗
位、“一站式”服务、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庭院经济
和高中在校生补助等项目。针对毛慧书的心理状
态，对其开展了“扶志”教育，我们每次到她家都会
跟她聊天，有时聊聊遇到的困难，有时聊聊未来的
理想规划，也会偶尔讲讲笑话给她听。这些关怀
和温暖，让她们全家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也让这个
小姑娘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今天再次见到她，看到她十分的活泼开朗，于
是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她笑着说：“考研，当一
名老师回馈社会！”听到这话我十分的欣慰，我不
知道她“破茧成蝶”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但是我
知道，她正用新生的力量续写着不负青春
的人生篇章。

□本报记者 李晗 实习生 段文倩

我叫陈亚琴，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花
加拉嘎乡上三七地村，患有先天小儿麻痹
症。因身体残疾，没办法外出打工，加上又
缺少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我的日子一直
过得很艰难，但我不想向生活低头，一直咬
牙坚持着。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 2016 年。那年，我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还分到了一栋大棚，这可把

我高兴坏了，当大棚钥匙交到我手里的那
一刻，我觉得就像攥住了通往富裕的“金钥
匙”。

我没有任何种植大棚的经验，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我迫不及待到村里的草原书屋
借了几本关于大棚种植技术的书籍，开始认
真学习。听说市场上樱桃卖价高，于是我买
了 40 株樱桃树种上了。一天，我出门去学
习种植技术，公公因为忙着照顾孩子，忘了
给大棚通风，结果 40 株长势良好的樱桃树
全死了，一下子损失了1000多块钱。

这点困难没有打倒我，听完专家的培

训课程，我决定重新开始。这一次，我选择
和其他大棚户一起种植香瓜，但问题还是
来了，眼瞅别人棚里的香瓜越长越大，而我
家的香瓜却没啥变化，这可把我急坏了。
多亏了村里技术指导员的悉心帮助，我种
的香瓜终于丰收了。

收获之后就面临销售的问题，乡干部、
驻村干部帮我做起了“微商”，每天帮我在
微信朋友圈里推销，使得香瓜的销量大增，
我自己也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支起了香瓜
摊，现在有了好多的回头客，买卖越做越红
火。2017 年，我靠着种大棚增加了 2 万多

元的收入，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收入也超
过贫困标准了，于是我主动找到了驻村干
部，申请脱贫。

现在，大女儿马上就要成家了，小女儿
在上幼儿园，看着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我心里特别知足。今年，我又种起了西
瓜，好多顾客在微信上联系我买瓜，“互联
网+”不但让我脱了贫，还圆了致富梦。很
多村民也经常向我请教大棚种植技术，我
都一一耐心地教他们，以后我要继续好好
学技术，争取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过上
富足的生活。

“互联网+”圆了我的致富梦
讲述者：赤峰市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上三七地村 陈亚琴

□本报记者 赵弘 摄影报道

进入冬季，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
北崞县营村的乡亲们闲暇之余就坐在一起开
聊了：“数一数咱村哪家养殖脱贫户最牛？”讨
论就此开始了：贫困户郝长柱家养的猪已经
快 70 头了，刚刚有两头母猪生产了，生产小
猪 20 多头；贫困户王俊威家羊从 9 只繁殖到
55 只；贫困户孟志英养牛 50 头，生产母牛近
30 多头，今年生产小牛 16 头；贫困户高义德
买了 3 只羊，打算发展肉羊养殖⋯⋯

“牛羊肥了日子富，连村里的老话‘会盘
算，没穷汉’都变成了新时代新语‘勤奋斗，奔
小康’。”托克托县财政局派驻北崞县营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振华高兴地说。

自张振华驻村扶贫以来，通过深入走访调
研，确立了种植、养殖两手抓的产业扶贫格局。
自 2017 年起直接协调落实养羊扶贫资金 4 万
元，为 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赠送 55只爱心扶贫
羊，助力贫困户通过发展肉羊养殖夯实产业扶贫
的基础。他还积极协调落实养殖低息贷款200
多万元，使11户普通农户及脱贫户通过低息融
资发展肉牛养殖100多头、奶牛养殖100多头、
肉羊养殖60多只、肉猪养殖120多头，目前，北
崞县营村肉羊、肉牛、奶牛、肉猪养殖业已经成为
该村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主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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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喂饲草料。

羊成群。

肉牛养殖肉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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