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嘎毕拉 宝音那 都楞仓

5月中旬，天气转暖，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
雨后长出了新绿。油嫩的小草、各色的野花舒
展着筋骨，仿佛做好了拔高望远的准备，草原
再现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象。

草原上牧民们迎来了最为繁忙的丰收季。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呼和道布嘎
查牧民阿木吉拉图正在忙着今年的“丰收会”。给
马驹儿打印子、为牛犊剪耳记、撬羊羔……因为牲
畜数量较多，亲戚朋友都过来帮忙，虽然忙累，但
丰收的喜悦挂在牧民们的脸上。

说起现在的畜牧业，39岁的阿木吉拉图总是
满面赞许的表情，回想起小时候父母的辛苦，他更
是连声感叹。50多年前，阿木吉拉图的父亲李春
生作为一名下乡汉族知青，来到陈巴尔虎旗巴彦
哈达苏木呼和道布嘎查当会计。与乌仁赛汗相爱
成婚后，李春生便辞去了工作，成了一名真正的牧
民。在阿木吉拉图儿时的记忆中，父母从事牧业
生产养育一家，生活十分难苦。家中的5个孩子
中，阿木吉拉图是最小的一个。为了减轻家中的
生活压力，懂事的阿木吉拉图在初中二年级的时
候选择辍学回家，帮助父母经营家中的牲畜，打理
自家的牧业。

“牲畜过冬越春最难了，那时候基础设施差，
棚圈多为草棚、木架棚。数九寒天牲畜冻得挤在
一起，赶上白灾和白毛风、草料跟不上，辛辛苦苦
喂养的牲畜就有可能被冻死，春季接羔成活率也
较低。做畜牧业的牧民们大冬天的辛苦就更没法
形容了。”阿木吉拉图回忆说。直到现在阿木吉拉
图仍然清晰地记得，有一年，数九寒天，他外出拉
草返回途中拖拉机坏了。那时候没有通讯设备，
天色已黑，他只好在草地上挖个坑，铺垫上草取
暖，艰难地熬过一夜。现在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
程，那个时候拉草至少要走上两天两夜。谈到过
去，阿木吉拉图很是感慨，说起现在，他掩不住面
露幸福的笑容。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不仅使牧区发生了变化，
更改变了基层牧民的生活。国家开始发放草场补
贴后，阿木吉拉图的四口之家经济条件明显好
转。他家陆续购买了大型打草设备、圆捆机械和
大型拖拉机、汽车，通过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现代肉羊项目和兴边富民项目，建起了2座标
准化棚圈，打了机井。在阿木吉拉图夫妻二人的
辛勤经营下，他家的牲畜也从最开始的18头牛、
208头羊，发展到现在的1200多只羊、60多头
牛、60匹马。不算每年国家给他家6670亩草场
发放的补贴，每年靠牧业收入能达到20多万元。
阿木吉拉图在旗里买了楼房，闲暇时间，他和妻子
还会参加苏木和嘎查举办的一些群众性文化活
动，日子过得殷实又红火。

近年来，国家出台越来越多的惠农惠牧政策，
为牧民踏实走好畜牧业发展之路提供了保障，从
过去的“愁苦难”到现在的“福乐富”。现代化的畜
牧业的发展，让阿木吉拉图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前
景，他用“快乐的放牧人”形容自己现在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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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一家人。

牧归。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韩冷

在草原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诸多品种
的马见证了我们生活的变迁。蒙古马不畏艰
辛、纵横驰骋的优秀品质深深镌刻在草原儿女
的灵魂深处，“蒙古马精神”世世代代鼓舞着草
原人民，融入到草原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的精神之中。如今，扎兰屯市洼堤乡色吉拉呼
村返乡创业大学生马海龙，通过饲养蒙古马过
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今年36岁的马海龙家住扎兰屯市洼堤乡
色吉拉呼村。2009年从郑州科技学院毕业后，
他和大多数农村大学生一样，由于家庭土地
少、经济条件不宽裕，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打拼，
寻找自己发家致富梦。2011年，经过几年的历
练之后，他最终选择返乡创业饲养蒙古马。马
海龙说，蒙古马虽体形矮小，但身躯粗壮，生命
力顽强，对恶劣气候和环境适应能力强，这个
地区冬天比较寒冷，所以选择饲养蒙古马。

好的想法离不开好的政策扶持。洼堤乡
党委、政府了解到马海龙的想法后，为其“量身
定制”建设了蒙古马饲养圈舍、养殖场棚以及
管理用房、消毒室、兽药室、办公室、饲料库、青
储窖、蓄粪池、深水井等附属设施并免费试用，
以期通过能人示范引领，带领全村发展多样化
养殖产业格局，增加农户就业途径，拓宽增收
渠道。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马海龙饲养的蒙
古马从最初的20几匹发展到如今的近200匹，
通过繁育和育肥等方式实现收益。同时，他还
针对地区特点实行南北轮养，这些马匹冬季在
饲养场圈养，玉米秸秆为主要饲料，夏季转场
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牧场进行放养，不但提高了
马匹的品质，还大大节约了饲养成本，走出了
一条科学饲养牲畜的新路子。

马海龙表示，“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大力
扶持我们这些养殖户。我作为一名新时代返
乡创业大学生，一定要发挥带头作用，把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马海龙通过饲养蒙古马，
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但他不忘带动家乡父老
共同致富。他把村民零散养殖的共计100多匹
其他品种的马进行集中“托管”，仅收取少量管
理费，降低了马匹的饲养成本，增加了农户的
收入。马海龙说，“通过饲养蒙古马，也让我和
蒙古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蒙古马不但给我
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让我深刻领悟到
蒙古马精神。‘蒙古马精神’的力量，归根结底
是中华民族信念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蒙古马精
神’，这种精神是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和
力量源泉”。

最大的舞台在基层，最美的风景在乡间。
斗转星移，怀着建设家乡、振兴乡村的赤诚之
心，更怀着对建设靓丽北疆的奉献之心，马海
龙热爱的蒙古马饲养产业越做越好。在振兴
乡村、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他将不忘初心，坚定
地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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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鞭策马。

我心爱的蒙古马。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牟玮 张旭

有人说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热爱，在这
件事上你就会付出更多的心血，你的人生也
会因为这份热爱而变得不平凡。从导游跨界
到文创领域，王志蕊正是出于对这份事业的
热爱，并为之付出超常的努力与执着，才收获
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王志蕊，一名80后创业者，呼伦贝尔蒙兀文
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热爱文学的王志
蕊原本有一个“记者梦”，没想到大学新闻专业毕
业后却干起了导游，后来又觉得导游不过瘾，便与
朋友合伙开办了文化传播公司。连续转行，在于
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在王志蕊看来，呼伦贝尔是
旅游业的“富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既具有
地方特色又能吸引人呢？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

“文创”成为她和合伙人的共识。
为了将文创产品做精、做出特色，王志蕊

拜访过全国各地的文创产品供应商，学习先
进经验和设计理念，回来后潜心钻研和琢
磨。从“小而精”做起，然后再创新理念、拓展
业务范围，逐渐地，公司成了“十四冬”文创产
品呼伦贝尔唯一指定授权商，产品销售到了
湖北、福建，甚至走出国门到了斐济。

创业初期，王志蕊和她的公司是文创领域的
“菜鸟”，但这只“菜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2014
年，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了解到他们的创业情况
后，在呼伦贝尔市创业园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办
公场地，并减免了水电网费，让他们“零负担”创
业。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还上门教授企业注册
运营知识，帮他们办理创业贴息贷款。此外，当地
政府还聘请了专业的创业讲师进行指导，带领他
们走访其他省份的企业，并建立起长久的合作联
系。

2020年，国家通过“以工代训”就业政策对公
司进行了补贴，降低了企业增值税率，暂缓缴纳企
业所得税。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以奖代补”政策，
通过申请立项为企业申领奖励资金。王志蕊说，

“国家对每一个努力的人都会有帮助，创业者乘着
国家政策的东风，赶上了创业的最好时代”。

随着公司的壮大，王志蕊的格局也在变大。
2021年，她将文创行业带到了满洲里市，率先引
进了“主题邮局”的概念，带动当地的年轻人创
业。她以股份制形式，将青年创业者引进企业之
中，让创业者成为自己的老板。每年，她都会带着
团队去免费为贫困学生讲授传统文化课程。王
志蕊说，“我们享受到了国家带给我的帮助，幸福
的道路上也不能落下他们”。为了帮助建档立卡
的贫困妇女脱贫，她还无条件地教授她们制作工
艺品的手艺，并将加工的合格产品全部回收，为贫
困家庭带去了发展新产业的希望。

说起小康生活，王志蕊说，文创带给她的
不仅仅是让她的生活走上了小康，同时也带
来了精神上的富足。她希望通过她的努力能
让更多人了解文创、认同文创，通过文创带动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而真正走上一条
文化兴、产业旺的幸福小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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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蕊家中话“文创”。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李刚 卢恒久

“是党的好政策圆了我们的小康梦，让我们
家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要永感党恩、永跟党
走。”这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亚东镇西亚镇村
80后小两口徐振博和庄园圆梦小康的真情实
感。

5月 25日，记者来到西亚镇村。徐振博和
庄园夫妻俩正在木耳大棚里查看木耳的长势情
况，把掉落的菌袋挂起来，采摘已经成熟的木
耳。看着即将进入采摘旺季的黑木耳挂满菌
袋，小两口满脸喜悦，兴奋不已。

眼前这样温馨幸福的画面，谁能想到在 6
年前他们的生活还是一贫如洗，更曾经被列入

“贫困户”的行列。
说起头些年家里的生活状况，徐振博感慨，

“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靠我打零工挣钱。
那些年是苦没少吃，累没少挨，钱却非常难挣，
有时候自己兜里甚至几十块钱都没有，日子过
得非常艰难。有时候活儿还供不上手，得病吃
药的钱都没有，我对生活都要失去信心了。”

转机发生在 2017 年。在外打工 7年多的
徐振博回到家乡，跟妻子庄园一起发展木耳产
业。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到逐步扩繁；从原来
的“地摆式”到现在的“吊袋式”，量的递增、技术
的提升使小两口的木耳产业越来越兴旺。

“2017年我家开始发展木耳产业，在党的
扶贫政策和各级干部的扶持帮助下，我们家的
木耳产业越做越大，现在我手里的这个菌棒就
是我们家奔小康的‘致富棒’。”庄园说。

徐振博小两口勤劳认干，不怕吃苦，为人和
善。在发展木耳产业的这几年里，他们得到了
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帮助。村里
还把集体经济项目落在小两口的木耳基地，不仅他
们自己的木耳产业逐步壮大，而且每年可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入分红2万元。随着木耳产业的发展壮
大，小两口每年都吸纳30多名村民在木耳基地进
行季节性务工，为父老乡亲提供了就业机会。小两
口还把种植木耳的相关技术传授给邻里乡亲，昔日
的打工者如今也当起了“小老板”。

虽然徐振博小两口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但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们认
为，要把过去的艰辛常讲给孩子听，帮助孩子从
小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激励孩子勤奋学习，长
大后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个扶贫手册见证了我们俩从贫困到现在的
幸福生活，一定要把这本手册保存好，留个纪念，留
着以后老了给孩子讲讲也行。”抚摸着扶贫手册，每
每想起当初的苦日子，小两口感慨良多。

通过脱贫攻坚战，徐振博一家人实现了从
“贫困户”到“小康户”的华丽转身。如今，在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小两口又有了新打算。

“通过这几年木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家也过上
好日子。明年儿子要上初中了，为了方便孩子上
学，我和媳妇儿商量好打算也在旗里买个楼。随着
乡村振兴的到来，我相信我们家的生活会更加美
好！”徐振博信心满满地畅想着明天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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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扶贫手册的见证。

农家院里笑声甜。王志蕊和她的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