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赵文嘉

“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家里有 70 多头
基础母牛，一年仅牛犊就能出栏 30 多头，日
子是越过越美啦！”怀抱小孙子的包达古拉
开心地说。

包达古拉是通辽市科左后旗巴嘎塔拉
苏木布日敦嘎查的一名普通的蒙古族妇女，
也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多年来，
她勤劳能干、助人为乐，凭着自己积累的生
产技术和经验，带动村民发展养殖业、制做
奶制品，拓宽增收渠道，走上致富路。先后
被评为自治区“最美家庭”、通辽市“三八红
旗手”。

包达古拉介绍，以前家里地少，经济条
件不好，儿子文宝刚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一
直到 2008 年，家里的全部财产就是住了 15
年的两间土坯房、几亩口粮地和两头牛。后
来，参加了苏木政府举办的奶制品培训班，
学来了制作经验，她就在母牛产犊后挤奶做
奶制品，然后骑摩托车到附近的集市上去
卖。因为她做的奶豆腐好吃又纯正，基本
上早上 6 点出门，7 点就能全部售完。从嘎
查到集市有 30 多公里，起初因为交通不便，
奶制品的销量并不高。后来村里通了水泥
路，奶制品运输便利了，成本也降低了，达古
拉便扩大了生产规模。奶制品的畅销让她
意识到或许养牛是走向致富之路。2009
年，苏木政府包村干部看到包达古拉积极肯
干，就帮助她联系信用社，协调贷款买了 12
头小公牛。2010 年，他们将 12 头公牛全部
卖出，还了贷款，用挣来的钱买了几头基础
母牛，至今已经发展成 70 多头。

随着牛越来越多，牛奶产量也逐渐增
多，包达古拉的奶制品生意也逐渐扩大规
模。为了不让产犊的母牛掉膘，包达古拉又
种了 40 多亩青贮玉米。近几年，随着国家
扶贫政策的落实，她家的牛越养越多，家里
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她除了自己的 50 多
亩“红本地”，又承包了 50 多亩土地发展种
植业，实现了“粮饲兼顾，种养结合”的想法。

“我儿子儿媳都非常能干，儿媳是个大
学生，学习能力强，她现在做奶制品已经很
厉害了。”2014 年，儿子结婚，她将制作奶制
品的技术教给了儿媳，家里的奶制品生意也
愈发红火。

包达古拉是个热心肠，村民们看到包达
古拉挣了钱，纷纷来她家取经，附近村的人
也常常慕名而来向她学习制作奶制品。她
也不吝啬，但凡谁家想养牛做奶制品，她都
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他
们。现在，仅本村就有 30 多户人家在她的
带领下做起了奶制品生意。

这两年，包达古拉和丈夫年纪大了，就
把家里的活计交给了儿子和儿媳。谈起今后
的打算，文宝信心满满地说：“除了养牛，我还
琢磨着把奶制品生意做的更大一些，注册个
商标，上快手上去卖，生意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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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达古拉和孙子孙女在一起。

包达古拉在清理圈舍。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王阳

前不久，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苏木查干
淖尔嘎查脱贫户德木其格来到村部，将自己的
低保退出申请书交到了党支部书记白音吉日
嘎拉手上。固日班花苏木政府一位干部知道
后惊讶地说：“在农村，主动退出低保的人还真
少见。”

近日，记者来到查干淖尔嘎查德木其格的
家，院子里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用手搀扶
着一名妇女，这便是德木其格和他的妻子：“你
们先进屋，我俩走得慢。”看得出来德木其格对
妻子疼爱有加。这是一幢 100 多平方米的大
瓦房，屋前半亩见方的菜园，井井有条，看得出
主人的干净、勤快，后院则是“牛羊满圈”。

进了屋，迎面而来的是德木其格的女儿谢
秋花，见到我们，秋花微笑着和我们打着招呼：

“ 再 过 阵 子 我 打 算 回 学 校 那 边 工 作 。”秋 花
2018 年大学毕业，由于母亲病情恶化，去年一
年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帮助爸爸分担农活。

片刻，德木其格和他的妻子进了屋，妻子
在 10 多年前患了腰间盘突出，2018 年由于病
情恶化导致了瘫痪，但在丈夫德木其格悉心照
料下，病情好转了很多。“自从得了病，她不怎
么说话了。”德木其格把妻子扶到轮椅上。

这些年，由于妻子患病，德木其格承担了
家里家外的所有活计，喂牲畜、种地、侍弄菜
园，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闲暇时还去镇里打
打零工，缓解家庭的窘况。最令他发愁的是
前些年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一刻都不敢休息”。好在女儿大学毕业
了，妻子经过两年的精心照料，病情逐渐好了
起来，“现在自己能吃饭了，自己也能慢慢溜
达了。”德木其格的话语中透出着坚毅和自
信。

如此窘迫的家庭，怎么可能申请退出低
保？

德木其格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他安
安静静地算了一笔账。“老伴儿前年手术花了
7 万 元 ，报 销 了 6.3 万 元 ，又 通 过 大 病 兜 底
4000 元，算下来我们看病只花了 3000 元，如
果没有政府的救助，我老伴儿不可能接受这么
好的治疗。”

“我心里还有一笔账——我们全家一年
领低保 9750 元，今年家里卖了 1 头牛和 60 只
羊羔，挣了 5.7 万元，再加上村里公益性岗位
给了我 8760 元，护林员工资 1 万元。”德木其
格说，“想要过上小康生活不能只靠国家政
策，自己也得努力干！现在我都快成村里的
富裕户了，咋可能还吃低保呢！前些天，我们
一家三口就商量，不能忘了党的恩情，这低保
得退了。”

于是，德木其格一家在查干淖尔嘎查的微
信群里郑重表示：“我们自愿退出低保，让给村
里更需要的人。”

低保退了，以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德
木其格说：“我们准备贷款扩大家里的养羊规
模，别人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行！”

德木其格

：脱贫不忘党恩

主动退出低保

德木其格在为羊羔筛草。

德木其格家的“全家福”。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胡建华 财汗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林发村赵洪民
的家，5 间白墙红脊的大瓦房映入眼帘，红砖硬
化的院落干净整洁。院落里，赵洪民正蹲在玉
米打药机前专心调试。

赵洪民说，家里的 27 亩玉米已经长出“五
叶一芯”了，打药机马上就派上用场，该打除草
剂了。说起玉米，生于 1973 年的赵洪民有段
难忘记忆。“苞米馇干饭、苞米馇粥、苞米面干
粮，几乎天天吃的都一样。偶尔换换样，也是
小米和高粱米。大米白面逢年过节或家里来
了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那会儿，真是馋大
白面馒头呀”赵洪民说。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是最小的，小时候没少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
服，印象里，好几年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

“现在生活好了，吃穿不愁，想什么就有什
么！原先种地要交税，现在不但不交了，国家
还给我们补贴，前几年我买了台四行播种机，
一共花了 6600 元，除了国家给的 1700 多元农
机补贴，自己才花不到 5000 元。”赵洪民感慨
万千：“党的政策真好！”

去年玉米价格好，赵洪民家 27 亩玉米卖了
5 万多块钱。而玉米，只是赵洪民家庭收入的
一部分。林果产业，才是他家的主导产业。

赵洪民带我们走进了他的果树林。青绿
的李子已经指肚大小，赵洪民边疏果，边介绍
他“甜蜜”事业的发展历程。

1985 年，政府号召残次林改造，把没有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林地更新，栽植果树。赵
洪民的父亲率先响应号召，拿出全部存款，凑
了 4000 多元，承包了 23 亩高低不平的林地。
挖树根、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栽种果树，当时
在小学读书的赵洪民也参加了家里这一系列
大工程。

5 年后，各种果树相继进入了盛果期，亩效
益 1000 多元，全家人首次尝到了发展林果带
来的甜头。

2012 年，已与赵洪民家合作了 20 多年的
辽宁客商向赵洪民推荐了新品种——贵妃李
子，说此果味道好、耐贮存、效益高，亩效益要
远远超过现在，只是苗木相对也贵一些。赵洪
民以 3 元每棵的价格，买回 1300 多棵李子树
苗，栽了 10 亩。2015 年，贵妃李子挂果，2017
年进入了盛果期，辽宁客商全部回购。手选精
品 果 每 斤 2.7 元 ，整 树 包 收 也 在 2.4 元 左 右 。
2020 年，10 亩李子给赵洪民带来了 4.8 万元的
喜人收入，加上林间间作的红干椒，林上林下
共收入 9 万余元。

现在，赵洪民的23亩经济林已全部更新为贵
妃李子，明年，后栽的13亩也将进入盛果期了。

在赵洪民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也陆续栽植
贵妃李子，现在全村 3500 亩果林贵妃李子就
占到了 1200 亩。随着李子林的扩大，赵洪民
还牵头成立了一支剪枝队，专门为李子剪枝，
日工资达 280 元。

赵洪民说：“生活越来越好，浑身充满干劲
儿！”

赵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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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白敖敏

走进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西热
图嘎查，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穿村而过，一
排排崭新的砖瓦房整齐排列，屋顶上的蓝
色太阳能板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新建的卫
生室、活动广场、商店、路灯、通村公路极大
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土坯房，2017 年
搬到新村，生活大不一样了！”说起嘎查里
的变化，脱贫户白阿拉坦巴根如数家珍，

“生活好了，想吃啥就买啥！党的好政策让
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白阿拉坦巴根一生只搬过这一次家，
以前住的老村子和如今的新村子相隔 2 公
里。新旧 2 个村庄，名字虽然相同，但生产
生活环境大不同。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白阿
拉坦巴根介绍，搬迁前的老西热图嘎查处
于一片盐碱地上，草木稀少，饮水苦咸，大
地白得晃眼，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恶劣
的自然环境、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疾病缠身
的老伴儿，让白阿拉坦巴根家多年来无法
摆脱贫困。

挪出穷窝，喝上一口清甜的自来水是
西热图嘎查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夙愿。直到
2016 年，国家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彻底改变
了白阿拉坦巴根一家及全村村民的生活。
从这一年开始，老西热图嘎查整村搬迁到
一片开阔的高地上，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主的 120 户村民陆续告别土坯房，住进政
府统一规划建设的水电暖齐全的新房里。

搬得出也能富起来。为了寻找出一条
长期稳定的致富途径，西热图嘎查创新扶
贫方式，筹措资金 441 万元发展新型能源
产业，推进光伏扶贫项目进村入户，实现从

“ 输血 ”到“ 造血 ”的转变，让牧民稳步增
收。在每户屋顶安装上 5000W 的 20 块太
阳能光伏板，按照每天发 25 度电，每度电全
额上网电价 0.65 元测算，每年每户能增收
3000 元左右；2017 年，西热图嘎查党支部
争取上级经济林项目资金，为每户栽植 9 棵
果树共计 1080 棵，同时还提供免费种植技
术指导和养护服务，发展庭院经济也拓宽
村民的增收渠道。

谈起自己的脱贫经历，白阿拉坦巴根
带着记者来到自家牧铺，高兴地说：“都靠
这些羊，我才能脱贫。”

原来，2014 年开始，他家前前后后用国
家扶贫资金购买了 24 只羊，几年下来最多
的时候发展到 200 多只。这不仅让他顺利
脱贫、还清外债，还让他们一家走上了致富
大道，过上了“羊”眉吐气的新生活。

自从搬进新村后，穷了大半辈子的白
阿拉坦巴根有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仅有了“能生钱”的屋顶，今年还种
了 70 多亩地，养了 100 多只羊，人均年收入
达到 14600 元，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白阿拉坦巴根

：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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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吐气的新生活

白阿拉坦巴根给羊群添加草料。

搬迁后的西热图嘎查。赵洪民在调试玉米打药机。

赵洪民在为李子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