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杨鑫

5 月 17 日，记者走进土左旗塔布赛乡北园
子村，见到 59 岁的刘德安时，他正在给猪准备

“午餐”。
猪圈门一开，惊飞了一群觅食的麻雀，引

来了猪仔的“哼哼”声和兔子探头探脑的注视。
刘德安拿起瓢，铲了 3 大瓢玉米面倒进一

旁的大盆里，麻利地倒水拌湿并装桶，时不时
拍打一下盆底，让玉米糊快速倒进桶中，“砰砰
砰”的拍打声让食欲旺盛的猪仔们更加躁动不
安。

“来啦来啦，不要着急！”刘德安吆喝着把
饲料倒进猪食槽子。

望着吃饱喝足的“金疙瘩”们，刘德安眼角
的褶皱舒展开来。他告诉记者，在家庭陷入困
境的时候，是靠着它们重获新生的。

2016 年，刘德安因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
为了治病，家里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
很多外债，女儿的学费也拿不出来，一个正常
家庭就这样陷入了贫困境地。

就在一家人举步维艰时，村干部找上门
来，同年刘德安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凡事只要肯琢磨，方法总比困难多。刘德
安很快捕捉到了“商机”，随即，他开始发展生
猪养殖。没想到，在猪快要出栏的时候，一场
火灾让他几乎损失了全部猪仔。

在他灰心丧气，准备放弃的时候，帮扶的
旗领导来了。在了解他的情况后，帮助他申请
了 5 万元无息贷款，在帮扶干部、家人的鼓励
下，买猪仔、盖猪圈、安监控，养殖规模比之前
还扩大了 1 倍。

翻新之后的养猪场更气派了，帮扶干部还
给养猪场起了个好名字叫“猪你幸福”。

除了养猪外，刘德安又开始尝试养殖鹅、
羊、兔。

“别小看这鹅蛋，因为是生态养殖的，一个
能卖到 2 元，攒上个把月就能卖出上千元。”

由于养殖规模扩大了，目前有生猪50多头，
他在庭院中又新建了一座60平方米的猪舍。

除了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村里安排的公益
岗位也让刘德安越来越踏实。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年底加上各类收益预计至少能收入 7
万元。

“有了政府的好政策支持，有了帮扶干部
的真心帮扶，我们夫妻俩更要依靠双手好好
干，咱不能拖了村里致富奔小康的后腿。”刘德
安说。

从一无所有的贫困户摇身变为“养殖能
手”，刘德安知福、惜福，更知恩、感恩，在日子
越过越好时，他要帮助曾经和他一样需要帮助
的人。

“下一步我要通过传授养殖技术等帮助、
带动其他村民一起发展养殖。”刘德安说。

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在圆梦小康的征程
中，刘德安不仅靠自身的努力实现了脱贫，还
用自己的“奋斗故事”为其他群众树立了榜样。

5特别报道
执行主编：张兆成 责任编辑：莎日娜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1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五

◎呼和浩特篇

﹃
咱不能拖了村里致富奔小康的后腿

！
﹄

讲述中，刘德安舒展了眉头。

挥手致意，夫妻俩希望记者明年再来。

□本报记者 郑学良 通讯员 段晓宇

“别看这小土屋，它盖起来已经有 50 个年
头了，这里承载着我大半辈子的记忆。”张新俊
感慨着。

这几天，张新俊和老伴儿樊林林张罗着往
新楼房里搬，隔三差五就从现在住的土坯房里
拾掇点东西，老两口一边收拾，一边聊着过去
的一些事儿。

张新俊和老伴儿是双下岗职工，下岗前他
们分别是和林县螺钉厂和地毯厂的职工，1992
年工厂停产后，他们俩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
加之家里还有 2 个孩子，当时的日子真可谓捉
襟见肘。

但很快，张新俊就振作起来。他对老伴儿
说：“下岗有什么好怕的，生活还要继续，我们
的两个孩子还要上学，你在家好好照顾他们，
我来挑大梁。”

下岗后，张新俊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
过，眼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不想因为家里
穷而让孩子们失去读书的机会。他当过几年
装卸工，后来觉得在工地干虽然累点，但挣得
多。于是，他开始苦练技艺，日夜琢磨泥瓦工
活儿，最终实现了当瓦工的梦想，顺利供孩子
们上了大学。

“刚下岗时，挣钱也挺不容易的，国家对下
岗职工有政策，我们享受过双下岗职工低保。
社区居委会看我们生活有困难，给我们送米面
油，还给我提供公益性岗位，减轻了不少生活
负担。后来，我去工地当瓦工，虽然挣得多，但
那时我们连肉也舍不得买，生怕供孩子上学不
够花。现在，我们都 60 多岁了，体力活也干不
动了，那几年我们交过社保，前三四年我们就
领上养老金了，两人一个月能领 6700 元，衙门
巷社区党支部也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国家政策
也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张新俊对记
者说。

“张叔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他现在的
富裕生活是与他的勤奋分不开的，而且社区有
个什么活动，他从来不推辞，总是积极参与和
默默支持。”和林县衙门巷社区书记李俊英说。

土坯房里的一切都是陈旧的，但这里是他
们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地方，那干净的地面、笑
容满面的全家福，无不展现着一个家庭不等不
靠、自力更生的生活姿态。

在新楼的家里，灰色地板砖发着幽幽的光
亮、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楼前院子的地里已
经撒上了蔬菜种子。

张新俊满脸笑容，边浇地边对记者说：“这
房子等晾晾味儿就能住了，老伴儿今天出去旅
游了，我过来收拾收拾，浇浇花。”

张新俊说，孩子大学毕业后，没有了经济
负担，现在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日子芝麻开花节
节高。

“这么多年我还总结出一条心得体会，那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好日子是奋斗出来
的！”

﹃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
﹄

张新俊的新家。

在老房子里，张新俊讲述着他的经历。

□本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梁良

59 岁的高林中，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
合少镇水泉村村民。10 年前打工时不幸摔坏
了腿，使原本就不怎么富裕的家庭走向了贫
困。如今，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和自己的
努力下，高林中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
被评为“最美脱贫攻坚家庭”。

“打工时腿断了，没了经济来源，家里还
有俩上学的娃娃。那时候，真的难嘞。”高林
中告诉记者，“那时候村里也没啥可干的营
生，哎呀，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了。因为
没做的，就在家跟媳妇吵架、打架。没办法
么！”

日子一天天在高林生的自暴自弃中过
去，2014 年，精准扶贫的春风吹遍青山脚下，
他被村上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转折从此开
始。

为了帮助高林中转变消极思想，激发内
生动力，帮扶责任人和村委会多次登门，苦口
婆心地向高林中宣讲医保扶贫、产业扶贫等
政策，高林中终于改变了“等、靠、要”的思想，
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2019 年 政 府 协 助 把 我 腿 上 的 钢 钉 取
了，腿病也治好了，我和爱人都在村里就了
业。加上土地流转，一个月也能挣不少了！”
高林中提起帮扶责任人和村委会对他的帮
助，总有说不完的感激之情。

高林中平日就爱好唱二人台的妻子杜
秀英，自丈夫生病后整日为生计奔波，热热
闹闹的二人台也没办法给她带来快乐。自
从村委会帮助他们脱贫后，杜秀英又开始了
她的“快乐事业”，唱起了二人台。“过去哪有
时间唱啊、跳啊的，现在我业余时间喜欢唱
唱二人台，发发快手，同时也展示一下我们
村民的文化生活。”下班后，杜秀英有时间就
会在家直播唱歌。此时，高林中则更喜欢坐
在沙发上高兴地给妻子做“评委”。日子好
过了，夫妻俩再没红脸争执过，笑容也常挂
在两人的脸上。

“平时我也帮着媳妇干点活，她负责村里
公共卫生间的清扫，我扫村里的大路。咱们
村里的环境好了，也有产业了，日子咋能过不
好嘞！”高林中说。为了能让贫困村民彻底脱
贫，水泉村村委会按照“村委会+合作社+党
员+村民”的发展模式，通过多方走访、考察，
最终确立了以种植中草药为基础的发展方
向。并通过优先给予贫困户土地入股权、年
底分红等政策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我们也入股啦！现在是咱们合作社的
‘股东’，有人来我们村旅游，我们就能分红
嘞。等咱的产业做起来了，我就让在外打工
的孩子也回来，守家在地的多好！”说起将来
的生活，高林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
环境好了

，产业有了

，日子咋能过不好嘞

！
﹄

高林中家庭荣获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保合少镇 2020 年最美脱贫
攻坚家庭。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5 月 18 日中午，在万达商业街刚清扫完
马路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环卫工人张海军
骑着电动车哼着小曲赶回家，屋内撒满阳光，
清新的居室在阳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温馨。

烧水、摘菜，炒菜做饭，进门不到半小时，
几道家常菜就端上桌，吃罢可口的午饭，喝着
沏好的茶水，张海军心中别提有多惬意了。

家住塞外安居公租房东区的环卫工人张
海军，原本是乌兰察布市农民，一直以来，张
海军靠种地及农闲时去工地打零工维持生
计。2015 年，张海军来到呼和浩特市，应聘
成为一名环卫工人，20 平方米的租房，成为一
家 4 口的新蜗居。用工地的木板砖头搭起一
张床，泡沫板支起一个茶几饭桌，距离床边不
远处架起了火炉子，艰苦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了。

“每天劳累半天回家还得劈柴打炭、点火
生炉子烧水做饭，倒水倒垃圾还得走很长一
段路。晚上睡觉不踏实，生怕会煤气中毒，每
天凌晨 4 点上路清扫，巷子里没灯，黑灯瞎火
的，生活起居特别不便，那时候我感觉每天活
得好费劲。”张海军回忆说。

2018 年，这样的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在赛罕区环卫局的帮助下，张海军报名摇号，
分到了公租房。“当时，拿到钥匙的我激动得
彻夜难眠，本以为奋斗一辈子也不一定能住
上高楼大厦了，哪曾想到这么快就住上新楼
房，而且墙面、地面、厨房、卫生间都给装修好
了，还免费给安装了热水器、抽油烟机和燃气
灶。我们只是置办了简单的家具就拎包入住
了。与前几年比，现在有多舒心啊，这真得感
谢党的惠民好政策呀！”张海军说。

“不光是住房条件有了天壤之别，工作环
境和工资待遇都有了很大改善，党的惠民政
策是真正惠民利民啊！”

2000 年前，张海军负责金宇文苑商业一
条街，每天凌晨 3、4 点钟开始清扫，到 7、8 点
钟总要扫出 4 手推车垃圾，还要走很远的路，
推到农大垃圾转运站，那时候工作量大，每月
工资 1700 多元。现在每条街道清扫组配备
了垃圾压缩车，垃圾随扫随倒，省时省力；另
外，不论是商户还是市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
提高，这让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减轻了许多，工
资待遇也不断提高。

“如果不是有这个好政策让我们住上了
公 租 房 ，恐 怕 到 老 了 也 不 一 定 能 住 得 上 楼
房。虽然只有 47.6 平方米，但确确实实温暖
了我们一家人的心，让生活更有了奔头，我
们打心眼里感谢政府，感谢党！我一定努力
做称职的城市美容师，用实际行动让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环境的清洁与美丽。”
张海军乐呵呵地说着，闪光的双眼里满满都
是幸福。

﹃
住上

公租房

，生活更有奔头了

！
﹄

张海军让记者看他手机
里的生活美景。

擦拭着免费赠送的油烟机。高林中妻子杜秀英下班后在家直播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