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李晓军

5月下旬，记者来到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
乡西山根村钱玉合家，只见他家整齐排开的标
准化猪圈里一头头肥猪在悠哉地吃食。身穿
长袍工作服、满脸是汗的钱玉合正在搅拌着饲
料，他一边吆喝着圈里的猪，一边将手里的猪
食往猪槽里倾倒，十分忙碌。

“自从建了这个养猪场，整天就有了干不
完的活，虽然苦点累点，但是看着近百头猪膘
肥体壮，累并快乐着。”钱玉合的喜悦之情也感
染着记者。

眼前这位年逾六旬，却干劲十足的老人，
谁能想到他曾身患癌症。

2016年，钱玉合查出胃癌晚期，一家人掏
空了老本，几十万元的费用很快就花出去了，
还欠了亲戚朋友很多钱。经过多次放疗化疗
的钱玉合，身体日渐消瘦，体力大不如前，只能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老伴患有心脏病，也
干不了重活，二人只能在老家养病。

绝望之时，是党的各项扶贫政策如春风般
吹进老两口的心田，让他们又看到了希望，身
体也渐渐好了起来。

“不能躺在炕上等国家救济！”看着2个正
在上学的孙子，想到扶贫干部们辛勤的工作，
钱玉合和老伴儿定下了只要活着就要通过劳
动致富的决心。

说干就干，2019年刚入冬，钱玉合找到亲
朋好友，东拼西凑借了1万多元，买了十几头小
猪仔，认真地当起了“猪倌”。“为了能有个好收
成，我整日围着那十几头猪转，恨不得吃饭都
盯着，生怕有什么闪失。”钱玉合回忆道。经过
他和老伴的精心饲养，第一批小猪仔出生，前
前后后共80多头小猪，一下就卖了4万多元。

“赚了‘第一桶金’后，还完之前借的钱，我又
和亲戚借了5万元扩建了厂房，买了成套的设备，
修建了蓄水池、化粪池等附属设施，把‘小作坊’晋
升成了标准化的养殖场。”钱玉合说。

养殖场办起来后，常年保持生猪存栏在40头
以上。母猪一年产仔两轮，猪仔一部分出售，一部
分在自家饲养场育肥，形成了良性循环。

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恰逢猪肉市场
行情上扬，钱玉合还清了亲朋好友的借款。

尝到甜头的钱玉合无债一身轻，他对养殖
业更加用心了。“我给自己定了时间表，每天早
上6点起床喂猪、打扫猪舍、检查水箱的出水
量，定期进行防疫和圈舍的消杀。赶上母猪生
猪仔的时候，更是整日整夜地守在猪圈里，不
让一个猪崽儿出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细心地照料，猪圈里的猪最高存栏达到了上百
头。”钱玉合难掩心中喜悦地说。

有了养猪经验，钱玉合还带动周边人发展养
殖业。只要是附近村组的农户到他猪场购买仔猪
的，不仅价格优惠，还提供技术服务。邻居养猪遇
到难题，他也是免费指导，还经常以自己的猪场做
样板，指导村民饲养生猪。他说：“一人富不算富，
乡亲们都富了，我才高兴呢。”

说起致富的经验，钱玉合说：“现在政策这么
好，只要肯干，致富并不难。咱们不能躺在炕上等
国家救济！”乐观豁达的钱玉合，硬是靠一双瘦削
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走出了一条坚实的创
业之路，实现了贫困户到富裕户的华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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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合抱着小猪仔开心地合不拢嘴。

钱玉合标准化猪舍里的肥猪。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马文基

5月25日，晴空万里。喀喇沁旗牛家营子
镇牛家营子村冯氏桔梗酱菜绿色食品生活馆
里人来人往，不时有顾客进来购买桔梗酱菜，
看着络绎不绝的客人，主人冯志伟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

“我们的桔梗酱菜符合当地群众的口味，
认可度很高。”冯志伟高兴地说。

42岁的冯志伟是牛家营子村 9组村民。
牛家营子镇不仅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
而且种植面积大、品牌影响力强，享有“中国北
沙参、桔梗之乡”的美誉。在牛家营子村长大
的冯志伟，从小就对中药材种植有一种特别的
感情。

2001年，冯志伟从辽宁阜新煤炭工业学校
毕业后，应聘到喀旗医药公司工作。一年半
后，他辞去工作，回老家种植中药材。然而，冯
志伟不甘于一辈子都与土坷垃打交道，总想寻
找新的出路，真正做点事业。2003年，冯志伟
到山东威海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打工，接触到
韩国酱菜的制作方法，这勾起了他浓厚的兴
趣。

2004年他回到老家，承包了50亩土地种
植中药材。为了摆脱单纯种药的束缚，冯志伟
开始琢磨中药材的深加工，他结合韩国酱菜的
产品特点，把着眼点放到加工桔梗酱菜上。“几
经波折，好不容易得到一份韩国酱菜制作配
方。”冯志伟回忆道。有了配方，他如获至宝。
然而，按韩国酱菜配方制作出来的酱菜与本地
人的饮食口味差别很大，酱菜产品的市场认可
度并不高。

为了让桔梗酱菜符合本地人饮食口味，冯
志伟开始自己动手研制新的配方，先后多次前
往呼和浩特市、吉林省延吉市等地，向酱菜制
作师傅虚心请教。回来后，反复实验、调整配
料比例，最终研制出了酱香、香辣、甜辣、酸甜
辣、原味5个口味的品种。

“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我始终坚持‘制绿色
食品，做良心酱菜’的初心，没有半点马虎。”冯
志伟对产品的定位清晰而坚定。

“为打开市场，我和妻子2个人骑着摩托车
带着酱菜，跑农村、赶大集、进市区、入小区，那
段时间起早贪黑地忙碌着。”说起当初的艰辛，
冯志伟仍旧记忆犹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他在喀喇沁旗锦
山城区开设了桔梗酱菜销售门市，实现了由“游击
战”向“阵地战”的华丽转身。2017年，参与全区
绿色食品博览会、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展销，并去
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推销桔梗酱菜，让冯家桔梗
酱菜走出了喀喇沁、赤峰，走向了全国各地。

2018年，成立喀喇沁旗冯家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冯志伟介
绍道：“合作社与当地5个贫困户签订桔梗生产
合同，除做好订单生产外，还免费或以成本价
为贫困户发展桔梗深加工副产品，通过产业扶
贫，促进农民增收。”2019年，合作社的收入达
到了73.09万元。

2020年12月，冯志伟研制的桔梗酱菜被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目前，他的桔梗酱菜产
业获得了年收入2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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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伟在桔梗酱菜门市部给顾客挑选酱菜。

冯志伟在检查桔梗的长势。

□本报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刘东鸣 陈秀俊

沿着赤新旅游公路一路前行，远远便
能看到路边一栋栋灰黄相间、整齐划一的
房子。沿着宽敞的马路拐进去，红山区文
钟镇二道井子易地搬迁的移民新村映入眼
帘，庭院布局错落有致，绿化带和草坪相
连，干净整洁的道路，一排排太阳能路灯，
把整个村庄装扮得格外美丽。

从山里蔡家沟搬到这里的黄桂菊住
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房子，生活与以
前大不相同：“原先我住的是土坯房，下
大雨的时候都不敢住，担心土坯房会坍
塌。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用报纸糊
的顶棚因屋里漏雨都塌下来。现在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新房，还有小院，屋里屋外
的环境和城里基本一样，房子里还有自来
水、暖气、卫生间、整体厨房等一应俱全，
真是太好了！”

黄桂菊家老房子在移民新村东南方向
3公里处的蔡家沟，钻沟爬梁出行不便，赶
上雨雪天气山沟里的村民根本就出不来，
进村的路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山路，生存
环境相当恶劣。黄桂菊家的公公婆婆双双
患脑血栓，卧床10年，孩子要上大学，老人
需要照顾，家里仅有的几亩薄地无法维持
基本的生活费用。

“当时虽有政府扶助，日子过得依然很
苦，粮食年年不够吃的，老账新债从来就没
有断过，亲戚朋友都借遍了，那时候都不富
裕，最后借钱都没地去借了。现在想想，不
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黄桂菊说。

2018年赤峰市红山区政府提出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建设文钟镇二道井子移民
新村，让骆驼山子、贺马沟、蔡家沟、庙湾子
4个自然营子50户123人搬进移民新村，
并给每户分配一个户型为75平米的房子，
屋内卫生间、暖气、整体厨房配套完善。村
里水电路齐全，健身广场、健身器材应有尽
有。

搬出来是第一步，后续产业扶持至关
重要。为了村民搬得出、稳得住，红山区又
在移民新村建设养殖配属用房2000平、院
墙2400米、棚圈1250平，50座高标准冷
棚分发给每家移民户，鼓励村民发展设施
农业，解决了村民搬出来的后顾之忧。

“这可比我们之前村里的条件好多了，
住房有了，出行方便了、打工方便了、花钱
也方便了。孩子们能就近接受更好的教
育，家人也能就近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以前在山沟里出不去，农闲时想出去打工
都不可能，现在我爱人每年趁着农闲出去
打工也能挣不少钱。政府还给我们分配了
个冷棚，每年也有租金可收，搬迁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希望。”黄桂菊由衷感叹。

村里还给黄桂菊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
位，负责保洁卫生，月收入1650元，女儿也
在城里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黄桂菊信心满满地说：“党和政府给我
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加把劲
儿，把日子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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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塔娜 通讯员 胡斯楞

初夏时节，记者驱车来到赤峰市巴林右旗巴
彦琥硕镇四家村常凤龙家，在占地400多平方米
的圈舍内，常凤龙正穿梭于羊圈中，忙着给羊添
草加料，动作十分娴熟。他笑着说：“这些羊就是
我致富的法宝。”

今年55岁的常凤龙，十几年前是远近闻名
的富裕户，家里绵羊、山羊有300多只，肉牛也有
十几头。但是，2002年常凤龙的前妻患了尿毒
症，为了给妻子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最终也没
能挽留住前妻的生命。

2010年，常凤龙和现任的妻子组建了新的
家庭，用贷款买了几头牛。然而，正当生活刚有
起色，他却被查出患了食管瘤，没办法只能把牛
变卖做了手术，前后又花去不少的医药费用。“屋
漏偏逢连夜雨”。2016年，要强肯干的常凤龙在
一次下地干活中又不幸被拖拉机撞倒，造成了右
腿骨折、肌肉韧带多处断裂性损伤。为了治病，
常凤龙不得不再次变卖家产花光所有的积蓄。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个原本不幸的家庭雪上加
霜。“当时我连死的心都有了”常凤龙回忆说。

但是，厄运般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这个坚毅的
北方汉子。2017年，常风龙被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分到16只小尾寒羊基础母羊，自己又借了
5万元的扶贫贷款购买了100只高产小尾寒羊母
羊。从那以后，两口子付出全部精力，起早贪晚、
兢兢业业发展起了自己的肉羊养殖产业。

常凤龙说：“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可睡大
觉，人只要精神不倒，再难的日子也能熬出头，更
何况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这么好，我当时就给自
己定了个目标，保证两三年内必须脱贫致富。”然
而肉羊养殖说起来简单，要想获得最大的效益这
可是一门学问，看了肉羊改良示范户的典型，常
凤龙有点不自信了。

“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我自己购买了相关书
籍资料，刻苦自学，还虚心向养殖示范户学，向旗
农牧局专家请教，严格按科学的饲养方式进行养
殖；另一方面，在镇政府的组织下，我多次走出去
考察学习，学到了先进的养殖理念、养殖经验，也
大大提高了养殖技能。”常凤龙说道。

由于他独到的眼光以及始终坚持按镇党委
政府推广的肉羊“23456”科学养殖模式进行饲
养，他家养殖的高繁多产优质小尾寒羊存栏越来
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自2017年末以来，肉羊
市场行情一路上涨，优质基础母羊和改良羊羔成
了市场紧俏资源。

“这种杂交改良的羊羔格外抢手！”常凤龙做
了个比较，”同样是刚断奶的30多斤重的羊羔，
改良羊每只能卖到 650多元，而本地大尾羊连
300元都卖不上。”常凤龙饲养的小尾寒羊母羊
和羊羔成了抢手货，往往羊羔还没出生，就有收
羊的客商到他家预定了。

如今，常凤龙靠养优质改良羊，已经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家中常年圈养小尾寒羊基础母羊
130只左右，年平均销售羊羔350-400只，每年
都能给他带来15万元的纯收入。

“是党的好政策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
心，接下来我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拓宽致富
道路，在致富的路上走得更远”常凤龙坚定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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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完牲畜后，常凤龙和妻子坐下来喝
奶茶、吃手把肉。

常凤龙的羊圈里不时传来羊的咩咩叫声。黄桂菊侍弄菜地。

黄桂菊精心收拾着自己的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