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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

□记者  萨其茹拉

6 年前，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混都冷嘎
查脱贫户孙林家因病、因学致贫，是村里有名
的贫困户。

6 年后，孙林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响当
当的养牛“小富翁”。

天刚露白，孙林已经忙碌开来，铡草料、清
圈舍……他结合政策苦干实干，养牛产业做得
风生水起，致富路子越走越顺。

时光回转到 2015 年，孙林一家人还在贫
困中苦苦挣扎。他的父母身患残疾，父亲长年
卧床养病，无劳动力，女儿孙月正在校读书，全
家无稳定收入来源，基本靠低保维持生活。这
一年，他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自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孙林心里总不是滋味：
“我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当贫困户？”想脱贫、要
脱贫，成为他心中最坚定的信念。

为了不负党和政府大好政策的恩泽，也为
了一家人能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孙林鼓足
了干劲儿。2016 年，孙林在一次和亲戚的聊
天中得知，近几年西门塔尔牛市场行情好。可
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摆在孙林面前的第一
道难题便是资金问题。驻村工作队和嘎查“两
委”在得知孙林的想法及困难后，来到孙林家，
帮他谋划脱贫思路。在征求孙林的同意后，利
用产业施策资金，驻村工作队队员为他购买了
6 头基础母牛，共补贴 6 万元。有了这几头“扶
贫牛”，孙林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孙林把这些牛当成孩子一样精心饲养，每

天一大早，他把牛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给牛投
喂饲料，在他的精心饲养下，小牛犊一头接着
一头地顺利产下。2017 年，两头牛犊出栏卖了
8000 余元，2019 年，又出栏两头牛，挣了 2 万余
元。

在健康扶贫政策的保障下，父母的身体状
况也日渐好转，孙林心里踏实多了。2018 年，
女儿顺利考上了理想的院校，享受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补助和国家各项助学补助金共计 2 万余
元。 

2020 年，孙林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驻
村工作队和嘎查“两委”又帮助他申请了 2 万
元的扶贫小额贷款，用来发展养牛产业。如今，
孙林的牛已经发展到 9 头，家庭收入达到了 8.7
万余元。

盟残联

举办远程网络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萨其茹拉）近日，兴安盟

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
痪防治疗育中心承办的兴安盟康复辅具
与技术在儿童康复治疗中的应用远程网
络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班设 7 个分会
场，来自全盟 5 个旗县市的 130 名康复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

据悉，本次培训持续四天，聘请了 15

位国内顶尖专家，共设置 15 节儿童康复
辅具与技术应用课程，分别从儿童康复辅
具的研究进展与应用、ICF-CY 与儿童
康复、脑性瘫痪的早期诊断及干预策略、
脑瘫儿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讲解培
训。为全盟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带来了国
际国内的先进理念与系统专业的康复知
识。

义勒力特镇查干嘎查

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烨琳）2021 年，乌兰浩

特市义勒力特镇查干嘎查将结合乡村振兴
工作，着力做好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
加强统筹谋划，强化工作衔接。

做好贫困户跟踪服务。严格落实“四
不摘”要求，组织驻村帮扶队队员走访对
接，实时掌握扶贫产业发展情况，及时帮助
协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实际困难。

持续发展壮大庭院经济。全力推动以
豆角种植、林地养鸡等为重点的庭院经济

发展壮大，同步加强与泰华市场、家和连锁
超市、合发嘎查豆角加工厂等企业的协调
对接，着力搭建企业订单收购、市场超市批
发、定点摊位销售 3 条渠道，助力群众增收。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结合嘎查发展实际，按照“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促发展”的原则，在嘎查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搞好研究谋划，加大
项目资金争取力度，推动各项工作有序、有
效衔接。

盟医院

援非医生正式解除隔离回家
本报讯（记者 王萍）1 月 20 日，兴安盟

人民医院首名参加内蒙古援助非洲卢旺达
共和国医疗队队员赵淑芳完成援非医疗任
务并结束 14 天广州集中隔离和 14 天兴安
盟第三人民医院隔离，顺利返回家中。

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在全区三甲医院范围内开展第 20 批
援卢队员的选拔工作，兴安盟人民医院产
科主治医师赵淑芳通过考核，赴卢旺达开
展援助工作。援非期间，赵淑芳为卢旺达

1300 余人提供诊疗服务，高质量完成 120
余台妇产科手术，以高超的医术、认真细致
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当地患者和中国驻卢旺
达大使馆的高度赞扬。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赵淑芳又第一时间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派出 21
批、258 名医疗队员援助卢旺达，累计诊治
当地患者 67 万余人次，实施各类手术 3.5
万余台，抢救危重病人 1.6 万余人次。

盟农牧局

加快推动“两米两牛”产业
本报讯（记者 李烨琳）2021 年，盟农牧

局将继续围绕贯彻落实全盟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持续深入推进“两米两
牛”产业向优质高效转型。 

以品牌提升为重点，加快大米产业高
质量发展，计划全盟稻田种植面积达到
140 万亩，在稳定绿色有机水稻认证面积
100 万亩以上的同时，力争有机水稻认证
面积增加到 12 万亩左右。并以 14 个水
稻示范基地为重点，积极打造“种、养、加、
销、旅”产业循环、特色鲜明的田园综合
体。 

以保供原料为重点，加快玉米产业高

质量发展，强化基地建设保障，打造优质
专用玉米基地，确保玉米播种面积稳定在
1000 万亩以上。 

以养殖育肥为重点，加快肉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计划 2021 年全盟肉牛存栏达
到 100 万头，饲养量达到 140 万头；以中
旗东南部、前旗西部、扎旗西北部和突泉
中部为重点，打造肉牛养殖示范带。 

以奶源基地建设为重点，加快奶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和在建 4 座万头牧场建设
进度和进牛速度，打造 15 个民族奶制品
小作坊，实施国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
动，建设 2 万亩饲草育种基地。

盟卫健委

传达学习盟委（扩大）会议
暨全盟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萍）近日，盟卫生健康
委员会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了盟委

（扩大）会议暨全盟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盟
卫健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
体要求。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
盟委（扩大）会议暨全盟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做好卫生健康工作
的现实遵循，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
效能，强化服务意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进一步树立卫生健康良好形象。要
结合卫生健康工作实际，谋划 2021 年重点
工作，确保“十四五”期间卫生健康工作能
够起好步、开好局。要围绕“健康兴安”建
设，结合我盟实际，制定全盟卫生健康工作
五年规划，有计划、有目标地推动全盟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坚决把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抓细抓实
抓到位。

呼和马场

强化疫情防控宣传
本报讯（记者 萨其茹拉）“防疫情、测

体温、消毒通风要认真；戴口罩、勤洗手、
病毒见你绕道走……”为强化疫情防控工
作宣传，兴安农垦呼和马场充分利用已建
设完成的应急广播系统，发挥应急广播在
防控宣传、社会动员、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作
用，制作通俗易懂的防控宣传音频，大力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提倡“口罩文明”，教育

广大职工群众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传
递防疫“强音”。

下一步，该场将加强广播功能利用和
运行维护，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播
放内容，进一步增强播放内容的精准性、实
用性，真正做到宣传疫情防控无死角、信息
传播全覆盖。

唐振国：种下脱贫“希望树”
□记者  王萍 

“靠人吃饭空米缸，下田流汗谷满仓”。这句
话用来形容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中信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唐振国非常贴切。1 月 18 日，记者
见到了正在自家院子里忙碌的唐振国。

唐振国一家三口，妻子有智力残疾，没有劳
动能力；女儿今年 12 岁，正在上学。他则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仅靠种植家中 10 余亩地的微薄
收入根本无法养家。

2016 年，唐振国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了不让女儿因“贫困户”三个字在同学中
抬不起头，唐振国干起活来十分卖力。2017 年，
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唐振国承
包了近 60 亩地，依靠种植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是农民，如果想让妻女过上好日子，还得脚
踏实地干自己擅长的事才行。”唐振国眼神坚定
地说。种地对于唐振国来说不难，难的是如何
提高产量、如何增加收入。近年来，只要村里有
技术培训班，他第一个报名参加。

播种耕田、施肥除草、浇水灌溉……唐振国
从不假手于人。经过辛苦摸索，唐振国的种植技

术越来越高，家庭收入从最初的 1 万余元到 2020
年的 4 万余元，唐振国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2018 年，村
“两委”帮助唐振国争取了公益性岗位，在村里
做保洁员，每月又有 450 元的收入。多了一份
收入的唐振国更鼓足了干劲，每次清扫，什么苦
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村里的环境卫生也变得更
加整洁。好事一件接着一件，2021 年 1 月，为巩
固脱贫成果，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又给他家
送来一头扶贫牛。“国家这么帮我，我哪能不努
力呢。”唐振国乐呵呵地说。 

付海忠：奔向幸福“好钱景”
□记者 李烨琳

靠养牛，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民发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付海忠脱贫了。天刚亮，付海忠
就在自家牛棚里忙碌起来：清扫牛槽，喂草饮
水，整理圈舍……看着自家膘肥体壮的西门塔
尔牛，付海忠脸上洋溢着笑容：“这一切还得感
谢政府的好政策呀！”在牛圈旁，付海忠和记者
聊起了他脱贫的点点滴滴。  

多年来，付海忠靠着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妻
子王凤燕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后，让这个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给妻子治病，付海
忠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务。虽然付海忠勤劳能
干，但却没有资金发展其他产业，只能靠着种地
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欠下的债务也不知何时

才能还清。 
绝望中，是脱贫攻坚给付海忠带来了希望。

2016 年，付海忠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驻
村工作队队员来到付海忠家，认真讲解扶贫政
策，帮他分析致贫原因，制订脱贫计划。驻村工
作队队员根据付海忠的家庭情况和他的个人意
愿，建议他走养殖肉牛之路。扶贫干部的一席
话，像给付海忠打了一剂强心针。驻村工作队
队员为付海忠购买了 4 头西门塔尔牛帮助他发
展起了养殖业。 

付海忠的养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缺
乏科学合理的养殖技术，尽管付海忠对肉牛精心
饲养，可事与愿违，好几次因为饲草料搭配不当
和疾病，牛差点损失。眼看旧债未还，又添新债，
付海忠急得只能去找村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

技术员多次对他进行了培训和技术支持。渐渐
地，付海忠的养牛事业有了起色。如今，付海忠
已经能够独立处理肉牛养殖中出现的一些小状
况，肉牛也从最初的 4 头发展到现在的 11 头。 

产业发展起来了，驻村工作队又帮付海忠
解决了住房问题，漏风漏雨的破土房变成了温
暖明亮的砖瓦房。“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住上
这样的好房子。”望着自家的新房，付海忠激动
地说。为了解决付海忠的后顾之忧，驻村工作
队还联系卫生部门为他免费缴纳医保、免费体
检，并安排家庭签约医生免费看诊。 

勤能致富，志能兴家。付海忠在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摘掉了“贫困帽”，欠下的外债也已还
清，家庭收入从最初的 4000 多元发展到了现在
的 5 万多元。

2020，我们一起走过

孙林：当上养牛“小富翁”

冬闲不闲
日前，记者在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勤发村见到了“钩织达人”关晓

洁，她正一手拿着钩针，一手绕着毛线，双手上下翻飞，忙着钩织手工拖
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016 年，因为喜欢钩织，关晓洁开始利用网络学
习钩织。关晓洁所钩织的拖鞋、靴子、平底鞋包、帽子、摆件等物品售价从
35 元到 120 元不等，除了在本地销售外，还接受网上订单。每年冬闲，仅
靠编织关晓洁能创收近 2000 元。                                   记者  王萍  摄

南果北种
走进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温室大棚里，百香果、火龙果等

南方水果生长茂盛，香气扑人。
“水果经过长途运输后，口感不好，所以试着种了这些南方水果。”谈起

种植初心，大棚主人吴国强笑着说。目前，吴国强的种植大棚初见效益，仅
百香果一项就能为他带来 5 万元收入。近年来，乌市葛根庙镇致力于加快
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打造集生态、休闲、观光、游玩、采摘为一体的乡村综合
发展模式，增加群众收入。                                                      武跟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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