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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草原名镇乌兰毛都苏木

富裕的牧民爱上“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
    副总编辑  冯晔

这是一片神奇的草原：蓝天白云
下的草原悠远绵长，青山和绿水畔牛
羊点点。

7 月 27 日，浙江省记协采访团走
进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
木，来到这个内蒙古东部的草原名镇
采访。

乌兰毛都苏木位于美丽的九曲乌
兰河畔。乌兰河就像京剧台上飘逸飞
舞的水袖，弯弯曲曲地贯穿在乌兰毛
都草原上。在这个美丽的草原名镇可
以滑草、露营、骑马、射箭；也可以买到
来自草原的奶制品、奶酒、牛肉干、民
族工艺品；更可以聆听草原上美丽的
旋律。

达胡巴雅尔是位精干务实的蒙古
族基层干部：“苏木共有牧户 1240 户，
畜牧业是主要产业，旅游业和民族手
工业是副业。这两年我们搞了许多民
族合作社，牧民平均年收入 21000 元，
苏木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在苏木众多的产业中，民族刺绣
业很有特色。在悠久的生活实践中，
这里勤劳聪慧的妇女们以聪明才智用
刺绣、贴花等手法巧妙创作出独具风
格的服饰、手工艺品，将草原上的花
朵、野生动物、民族图案展现在作品之
中，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爱草原
生态之情。如今，这个传承下来的民
族优秀文化已被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
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山丹花
一样绽放在草原上。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刺绣这

一民族优秀文化，扩大就业，提高广
大妇女姐妹们的收入水平，苏木青年
创业致富“5 年 229 领头雁”团委编
外副书记秀云，2016 年组织创建了
萨日郎巾帼民族手工艺品专业合作
社，专门从浙江购入丝绸原料，发展
民族手工艺。与此同时，秀云还为贫
困牧民手把手传授刺绣服饰、手工艺
品、旅游纪念品制作技术，培训人数
超过 2000 多人，切实增加了贫困户
的收入水平。

采访中，达胡巴雅尔说苏木富裕
的牧民，如今都喜欢上学习强国：“去
年，‘学习强国’刚上线的时候，苏木的
党员干部全部自觉下载学习，后来一
位党员带两三个牧民开展学习活动，
学习活动马上就在牧区全覆盖了。现
在，我们每年举行两次‘学习强国’知

识竞赛和两次总书记金句朗读赛，大
家的学习热情更高了。”

今年 44 岁的达胡巴雅尔，脸上总
是挂着开心的笑容。他是苏木发展的
带头人：“2013 年前，我们这里还不富
裕，从我们这里到旗政府，要走一天的
路，现在一个半小时就能到，牧区 4G
全覆盖，通讯方便、交通方便，生活大
变样了，很多牧民在周边城市买了房
子。”

达胡巴雅尔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
的幸福爸爸，他的家庭就和蒸蒸日上
的苏木一样，每天都在变化：“我结婚
早，大女儿已经 22 岁了，在内蒙古财
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读书。现在苏木
牧民生活很幸福，我们要进一步发展
旅游业，我希望自己的女儿完成学业
后也能来发展家乡的旅游业。”

——千村千户脱贫故事

于权：自力更生摘穷帽
□白玉亮 瓮春江

走进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宏
发村脱贫户于权的家里，规整的房
屋、干净的小院儿映入眼帘，于权正
在自家院里准备当天的猪饲料。“早
晨喂猪，白天割草、锄地、粉碎猪饲
料，晚上打扫猪圈，照顾小猪崽儿，
一天都在和猪‘打交道’。你瞧，保
温箱里是刚下的一窝 17 只小猪崽
儿，赶上好行情，又有了一万多元的
收入。”于权的话语中充满幸福感。

长期以来，宏发村村民收入多
是以种植为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贫困户于
权独自赡养患病的母亲，家庭条件
十分困难。但于权勤劳肯干，由于
在养猪场工作过，他学习到了很多

生猪养殖的技术。2017 年，在帮扶
工作队的建议帮助下，开始发展生
猪养殖产业，最初购买繁育母猪一
头，发展至今已有繁育母猪 4 头，猪
崽 17 只，年收入达到 2 万元，他靠
自己的双手摆脱了贫困窘境。

在精准脱贫走访时，于权说出
了一段朴实却鼓舞人心的话：“我虽
然没读多少书，但是我知道脱贫不
能等靠要，这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扶
贫政策好，加上自己踏实肯干，再
难的日子都能熬出头，日子一定会
越来越好的！”这就是一个贫困户
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个朴实
的汉子坚信，苦心人天不负，不畏
生活多艰难，只要靠着自己的双手
努力拼搏，积极向上，一定能够梦
想成真！

刘长富：身残志坚闯新路
□张艺超

“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我得好好
干！”每当有人提起家里的牛，科右
前旗居力很镇兴隆村的刘长富都会
兴奋地和大家说起这句话。

在居力很镇兴隆村，村民刘长
富是大家口中的“牛”人，曾经因残
致贫的他，如今以养牛为生，走上了
脱贫致富之路，成了村里的“脱贫
之星”。

刘长富一家 2016 年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言语二级残疾的他说
话不太清楚，妻子也患病，所以一家
人只能靠种地勉强度日，收入微薄，
家中光景很不好，生活十分贫困。但
刘长富人穷志不穷，2018 年扶贫施
策时，他萌生了养牛的想法，敢想敢
干的他果断选择了“菜单式”扶贫政
策，利用三万元扶贫资金购买 3 头基
础母牛，开始念起了养牛经。

有了基础母牛后，如何“以牛
生牛”成了刘长富思考的问题。刘
长富说：“一头母牛下一个牛犊，奶
水根本用不了，再买进一个牛犊，这

样一头母牛就可以养两个牛犊了。”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刘长富凭借这
种养殖模式依靠滚雪球式的积累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2019 年顺利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从 2018 年的 3
头牛发展到如今的 15 头牛，是辛苦
和志气的叠加，更是对辛苦和志气
的回报。

2020 年，刘长富又有了全新的
想法，他想在家里盖个小型牛饲料
加工厂房，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方便
自家冬天打料，还可以帮别人打料
赚取一份收入。得知他的想法后，
兴隆村第一书记李凤新为其联系并
解决了三相交流电，刘长富的饲料
加工厂房目前正在顺利建设中。

每当问到刘长富以后的打算
时，他脸上总是洋溢着满满的笑容
说：“我要养更多的牛，让生活越来
越好！”

在居力很镇兴隆村，刘长富的
脱贫故事一直为村民们所津津乐
道，他的脱贫故事也让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转变思想，坚定了依靠自我
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决心。

为牲畜体检
为了加强对布病的防控，防

止人畜共患，公主陵牧场近日
对该场的 3000 多只羊进行了布
病抽血检测。       刘风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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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扎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委托本公司在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中拍网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上拍卖以下标的：引绰济辽工程扎赉特旗境内国有

林场，天然活立木（地上部分），树种有：榆树、柳树、杨树、

山丁子树、柞树、黑桦、灌木等，可采伐面积 3650.1496 公顷

林地上的树木（不包括需要移栽的珍稀树木）。拍卖标的

具体位置：南至水库坝址，北至种畜场白音化嘎查。东至

巴彦乌兰苏木两家子屯。西至阿拉达尔吐苏木古日本敖

来屯至种畜场。起拍价 4229.4 万元（设有保留价）（有关

标的详情到公司咨询或电话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 xapm-

2001）。

注：1. 报名者需交参拍保证金 1000 万元。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前将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兰浩特市北道口支行；名称：兴安盟新岸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账号：152465783554。

2.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到我公

司，交付竞买保证金后，办理相关竞买手续。在中拍平台

进行注册，并登录中拍平台进行网上报名，竞买。没有注

册过中拍会员的要先进行注册（如有疑问请拨打平台客服

电话 400-898-5988 咨询）。

3.  标的在 2022 年 5 月 1 日前清场。（买受人按着引

绰济辽工程指挥部工程进度要求进行施工。详情另行约

定。）

4.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 30 日内交齐全部款项。

报名、展示时间：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展示地点：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阿拉达尔吐苏木、

国营种畜场

报名地点：乌兰浩特市都林街丁丽香口腔门诊楼，新

岸拍卖公司 319 室

拍卖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点整

拍卖地点：中拍网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0482-8217701   18648241778

                13948259977      13848393032

兴 安 盟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监 督，监 拍 电 话：0482-

8293895

兴安盟新岸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7 月 29 日

拍卖公告

 “福彩大家乐”焕然升级重装归来
三大亮点引领盛夏彩市狂欢！

这个夏天，你能想到最爽的事是什么？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买张彩

票、等待开奖？无需再等待！给您来个“特大”好消息，内蒙福彩第 12 季

“福彩大家乐”盛大回归啦！

7 月 30 日 -8 月 28 日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活动盛大回归！每天

10:00-22:00，通过“内蒙古福彩”APP 及“内蒙福彩”微信公众号，凡在

内蒙古任意福彩销售站内，购买电脑票（不含快开游戏）单票面额≥ 20

元、刮刮乐指定票种（荣耀夺金、福在眼前）累计金额≥ 20 元，扫票后方

可参与日奖游戏，同时自动入围期奖、季奖的抽取范围内。参与活动的

彩民有机会获得超值现金红包，以及豪华汽车大奖等多重豪礼。

此次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活动全新升级，三大亮点带您“畅玩”这

个夏天，赶紧 get 起来！

亮点一：游戏升级

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日奖游戏取消“今晚有奖”游戏，无需等待每晚

七点。“马上有奖”游戏即扫、即玩、即中！游戏中奖率高达 70% 以上！

双色球开奖日奖级翻倍！每天 10:00—22:00 期间，尽情畅玩“马上有奖”

游戏。

亮点二：奖金升级

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总奖金 565 万元！奖励全部为微信红包。对，你

没有看错，是干脆利索的微信红包！期奖、季奖更有宝马 1 系，以及宝马

X1 在等您 ! 简直中奖中到手软！

亮点三：业主扫票奖励

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新增 60 万元业主扫票奖励。其中，扫票单票奖

励共计 50 万元（彩民每扫一张电脑票奖励该票站点业主 1 元现金），季末

扫票排行奖励共计 10 万元（日奖活动结束后，根据各盟市站点扫票在盟

市销量排名进行奖励，全区共计奖励 500 名业主，每位业主奖励 200 元

现金）。所有奖金派完即止！

盛夏 7 月，内蒙福彩带您开启彩市年中狂欢！多重奖金与惊喜，尽在

7 月 30 日第 12 季“福彩大家乐”，千万不要错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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