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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帮我
们从思南县搬到这
里，我们的幸福生活
即将从这里启航。”近
日，贵州省铜仁市万
山区丹都街道旺家社
区党支部收到一封感
谢信，来信的是易地
扶贫搬迁户安景绪。

56 岁的安景绪
来自铜仁市思南县天
桥乡南山村，那里山
高谷深，土地贫瘠，自
然条件恶劣，属于典
型的“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地区。和很
多建档立卡贫困户一
样，安景绪在老家没
有增收产业，被迫到
沿海地区打工维持生
计。

“一家人聚少离
多，只有逢年过节才
能见面。”回忆起以前
外出打工的日子，安
景绪的儿子安东尼深
有感触，“来回路上很
辛苦，公交车、火车、
大巴车，要来回倒腾
好几次。”

按照易地扶贫搬
迁规划 ，2 0 1 8 年 9
月，安景绪一家与其
他贫困户一起跨行政
区搬到万山区的安置
点，一家 5 口住上了
100 平方米的新房，
交通、医疗、孩子入学
都有了保障。

“搬迁后必须要
想个门路才行。”安景
绪说，刚搬迁那会儿，安置点还没有超市，买东西
必须要去外面。于是，他尝试着摆地摊卖一些拖把
等生活用品。后来，搬迁入住的人越来越多，在当
地政府的帮助下，他申请到了贴息贷款、场租补
贴，租了门面开起超市。由于当过兵，他的超市取
名为“军嫂百货”，夫妻俩共同打理。

据了解，为帮扶像安景绪这样的易地扶贫搬
迁户解决生计问题，万山区从劳动力就业创业、企
业用工需求等方面建立了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
大数据智慧管理平台，取得明显成效。

“他们创业的时候，我们支部会帮他们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万山区丹都街
道旺家社区党支部委员何英说。

如今，安景绪的“军嫂百货”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生意越做越好。

“有时候，每天能卖出上万元。”安景绪说，现
在开超市养家完全没问题，与以前打工比起来简
直是天壤之别。

看到新家变化后，常年在外打工的安东尼主
动留下来跟父亲一起创业。“新家环境卫生好，就
业创业机会多，还能照顾父母。我再也不用背井离
乡了。”安东尼说。

今昔对比，安景绪有感而发，特意给政府写了
这封感谢信。他写道，感谢各级政府为落实国家扶
贫政策为乡亲们做的努力，自己搬迁到万山区后，
社区干部为他解决了许多困难，对他的关心和帮
助让他十分暖心，坚定了开启幸福生活的信心。

(记者施钱贵、杨洪涛)新华社贵阳 4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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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5 日电(记者于长洪、李云
平、于嘉)清扫牛槽、喂草加水、整理圈舍…… 53 岁的
贫困户李锦在牛圈里一边忙碌，一边对记者说：“再过
几个月，七八头‘扶贫牛’一出栏，能挣 10 万元，外债也
就还清了。”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内蒙古自治区多个
旗县着力推进产业脱贫，贫困户的心劲儿有了，整体脱
贫的后劲儿增了，拔掉“穷根儿”的速度快了。

自主脱贫：养牛种粮也能当“老板”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农民李锦患糖尿
病、丙型肝炎等疾病，求医多年几乎花光了积蓄。2016
年，他成为精准扶贫户后，先是获得 1 万元产业发展资
金，买了一头奶牛，又用后期享受到的 1 . 2 万元扶贫
资金和借来的 3 万多元买了 12 头牛犊，让奶牛哺育牛
犊。“产业扶贫政策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李锦说。

这是内蒙古鼓励有劳动能力贫困户通过“自营模
式”脱贫的一个缩影。2016 年至 2018 年，全区累计投
入扶贫资金 249 亿余元，其中 70% 以上的资金用于产
业发展，重点扶持肉牛、肉羊、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帮
助 42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好政策使贫困户的心劲儿明显增强。一些地方还
引导农牧业龙头企业为自食其力的贫困户助力。内蒙
古禾兴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白恩泽说，他们在
农资经营、农业技术服务、粮食产后服务等环节，对乌
拉特前旗大佘太镇 470 余户贫困户进行帮扶。

大佘太镇贫困户王永江说：“禾兴公司向我们销售农
资时价格降低 15%，免费测土配肥，收购玉米时每吨价格
提高 40元。这样一算，我家一年就能多收入 1600多元。”

扶贫车间：家门口就能挣“计件”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近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这
个县从 2013 年起整合扶贫、涉农等资金，依托冷凉气

候，建设食用菌产业基地，以“蘑菇扶贫车间”吸纳就业
等方式让贫困户挪穷窝。

武川县耗赖山乡大豆铺村的一栋蘑菇大棚里，脱
贫户郝三换忙着为菌棒通风。“我成了按月领工资的工
人。”郝三换说，她和老伴儿 2016 年以前只在旱地里种
庄稼，年收入五六千元，小儿子读研究生的费用还得东
借西凑。

食用菌基地计件算钱，郝三换一天给 7000 个菌棒
打眼通氧，能挣 140 多元，特别是 5 月到 8 月旺季挣得

更多。“一年挣两三万元，活儿也不重。”她说。
位于阴山南、北麓交界地带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今年将完成脱贫摘帽目标。
卓资县委副书记赵建军说，他们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创办扶贫车间，发展服装、工艺品加工等项目，
解决 300 多名搬迁人口的就业问题，确保贫困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就业、快致富”。

卓资县福祥小区的巧手手扶贫车间内，上百名贫
困群众用化纤布料编织收纳筐等产品。58 岁的刘二女

告诉记者，经过专业人员指导，她们可以熟练编织收
纳筐和汽车坐垫，每人月收入 2500 元以上。

像这样的扶贫车间还有很多。在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中旗六间房村巾帼脱贫车间，30 多名贫困
妇女通过编织帽子、袜子等制品实现家门口就业；在
察哈尔右翼前旗平地泉镇扶贫车间，75 名贫困户通
过制作拖鞋实现就近打工……

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曹思阳说，2018 年，全区
以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劳务协作、就业服务为主要
抓手，帮助 6 万多名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入股分红：贫困户摇身变“股东”

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扶贫林果基地
项目区，2 年前栽种的杏树、海红果树开始萌芽。项
目区果树养护专家王来恩介绍，农民用土地入股，
果树收益也归他们所有。就拿海红果来说，再过一
两年进入盛果期，每亩收入上万元。

2016 年，贫困户王占文退耕还林的 30 多亩地
种上了白水杏和海红果。“过去好年景每亩地收入也
就 200 元，一年挣不了 7000 元。”他说，如今在家门
口经营好果树，就能有可观收入。

除了土地入股，内蒙古还涌现出光伏入股、牲畜
入股等贫困户分红方式。在察哈尔右翼中旗，3087 户
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每年每户享受光伏发电分红
3000 元，持续 20 年。在卓资县，贫困户通过土地托
管、牲畜托养、扶贫资产折股量化等资产收益增收。

基层干部表示，面对艰巨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更
要进一步加大产业发展力度，以产业发展保障稳定脱
贫，解决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人群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镇长陶海军说，当地正筹
划建设香菇和花菇基地，依托秦汉长城、阴山岩画等
文物资源带动旅游业，让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为稳定
脱贫提供不竭动力。

抓贫困户心劲儿，增整体脱贫后劲儿
内蒙古产业扶贫见闻

▲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平地泉镇扶贫车间，贫困户通过制作拖鞋实现就近打工（3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云平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5 日电(记者张丽娜、安路
蒙)春日渐暖，巴林左旗大良沟村迎来了最美四月天，
山坡上铺满了竞相盛放的杏花、杜鹃花，山涧泉水顺流
而下，汇成小溪潺潺流淌，沟壑中不时蹿出野兔、山鸡。

贫穷之地多山沟。尹家沟、白音沟、半拉沟、野猪
沟……在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竟有 79 个带“沟”的小山村。这里处于低山丘陵地带，十
年九旱，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属于典型的“穷乡僻壤”。

拿大良沟来说，全村都是山坡地，人均耕地不足 3
亩，每亩收入二三百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造成严重的水
土流失，每逢暴雨，便引发山洪。“外村女方家长赶着马
车来沟里相亲，连个路都没有，直接掉头回去了。”65
岁的村民张锐苦笑着说。

“1 亩田、5 亩坡、10 亩大荒山，种一坡，拉一车，
打一簸箕，煮一锅。”即便是旗政府所在地林东镇，也因
土地产出率低、村民增收渠道狭窄而困扰。

“再不改变，这地方没法生存了！”大良沟村下决心
偿还“生态欠债”，开展封山禁牧、造林绿化。二十多年
来，全村人一起修梯田，栽果树，昔日的荒山秃岭，现已

变成 2 . 5 万亩林地，全村森林植被覆盖率达到 80% 以
上。当地还大力发展林果产业，硬是把万亩荒坡变成了
“花果山”。

“今年村里继续流转 2500 亩土地，计划种植经济
林 9 万多株，让大山全部披上绿色。”村支书田仲成说。
2018 年他主动从处级干部岗位上提前退休，返乡当起
村官，带领乡亲们建设美丽乡村。

林东镇党委提出让牛羊进圈、花果上山、坡地增
产。镇党委书记赵紫军介绍说，近些年，当地打造出“酒
肉棚游”循环产业链，“酒”是当地的传统产业，酒糟喂
了牛羊，牛羊的粪便成了大棚鲜花的养料，赏花摘果又
带动乡村旅游火起来。

采摘大棚、农家乐餐饮、滑雪场、笤帚苗产业园
区……这个昔日的穷山沟，如今很多村子都有了自己
的特色产业，企业纷纷入驻，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村里
彻底大变样，村民钱包也鼓了起来。

不过，有的村子还落在后头。巴林左旗又提出强村
带弱村，先富起来的柴达木村，便联合邻近的几个村子
成立联合党总支部，将更多闲置荒坡地整合起来，计划
打造 3 万亩的田园综合体，把乡村产业真正做大做强。

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行进，一派忙碌景象，一台台
挖掘机正在荒坡上平整土地，往日无用的乱石终于派
上用场，被村民们装进铁丝笼，在流蚀沟里筑起一道道
谷坊。放眼望去，一道道梯田铺展开来，新栽植的果树
苗正酝酿发芽。

“深度贫困并不可怕，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巴林左
旗委书记李浩楠说，“但要让所有的穷山沟真正变成金
山沟、绿水沟，仍然任重道远。”

目前，全旗尚有未脱贫人口 7406 人，未出列贫困
村 44 个。受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等制约，
全旗大部分贫困村仍未形成主导产业，贫困群众持续
增收能力不足。

当地将通过财政奖补、金融扶贫、技术培训等方
式，积极引导有劳动能力、发展意愿强的贫困人口，参
与笤帚苗、肉驴、肉牛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强化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促进贫困户增收。针对劳动能力较弱或
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资产收益、公益岗位、光
伏扶贫等低劳动强度发展方式，确保不让一人掉队。

咬定目标、勠力攻坚，一个个穷山沟正变身“绿富美”，
越来越多的乡村变形记，将在一道道山沟里相继上演。

小野果长成“致富果”，穷山沟变身“绿富美”

脚下有路 心中有志 生命有光

残疾夫妻“跑赢”脱贫冲刺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5 日电(记者韩宇、王建)在黑龙
江省泰来县平洋镇平洋村的“百姓创业之家”，墙上一条
“鸟吃等食定会饿死 人不勤劳穷一辈子”的横幅格外醒
目。10多位农村妇女有说有笑，正在编织汽车坐垫。

管理员乔福军的妻子刘宇佳也是其中之一，尽管
身体弱小，身高只有一米三，但她灵巧的手指来回穿
插，十分熟练。乔福军的身高也只有一米四，在这群农
村妇女中间非常显眼。

今年 45 岁的乔福军，5 岁时受伤导致骨膜受损，
胸背部出现严重畸形。妻子刘宇佳患先天性软骨病，腿
骨极易骨折，行动离不开拐杖。

泰来县是著名的江桥抗战发生地，是黑龙江省列
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11 个县之一。平
洋村人口有 835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7 户，因病
因残致贫超过 60%。

虽然夫妻二人干不了重活，但乔福军会开车，前些
年他买了一辆小货车，在齐齐哈尔市跑业务。后来又在
泰来县江桥镇买了 3 间房屋。天有不测风云，2006 年
乔福军的母亲患乳腺癌，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面对困难，乔福军表现得比正常人还坚强。“那时
我还从平洋村贩西瓜，拉到江桥镇卖，挣点零花钱。”让
他欣慰的是，2007 年妻子刘宇佳生下健康的女儿，给
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希望。

为给母亲看病，乔福军不得已把赖以栖身的 3 间
房子卖掉，还了外债，开始了租房生活。在 12 岁的女儿
乔欣怡记忆里，这些年前后搬了四次家。

2009 年母亲去世后，乔福军带着妻女和双目失明
的父亲，来到河北廊坊卖早餐。有一天大清早，两人骑
着三轮车，不小心车翻了，豆浆、包子散落一地。从地上

爬起来，夫妻俩抱头大哭。
“我和妻子都有残疾，孩子又小，受的辛酸苦楚就

别提了，也没挣到啥钱。”2014 年乔福军一家又回到平
洋村。“那时候没啥收入，住的地方也没有，真觉得日子
过不下去了。”刘宇佳哽咽着说。后来，村里给他们租了
房子，才把生活安顿下来。

改变从 2015 年开始。全国上下吹响“打赢脱贫攻
坚战”号角，乔福军一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县残联
知道乔福军家境后，多次入户走访。他被聘为泰来县残
联专职委员，负责联系平洋镇的残疾人。

平洋镇共有 1000 多名残疾人，忙的时候，乔福军
一整天都在外面。工资从最初的每月 700 元涨到去年
的每月 1200 元。

生活有了起色之后，乔福军没有躺在扶贫政策上
继续“伸手要”。“驻村工作队、村干部等经常到我家宣
讲政策，嘘寒问暖，我就想，我们两口子已经给大家添
了麻烦，我年纪还不算大，多少还有点劳动能力，得自
食其力。”

为了增加贫困户收入，泰来县从江苏引进一家专
门生产汽车饰品的企业，手工编织汽车坐垫的扶贫项
目应运而生。去年 3 月，这家公司在平洋镇举办手工编
织培训班，乔福军夫妻俩都报了名。

“当时我们就憋了一股劲，暗下决心，不学拉倒，学
就学好。”乔福军和妻子起早贪黑研究编织技术，手上
磨了不少泡。作为第一批学员，夫妻俩掌握了熟练的编
织技术，去年靠编织挣了 4000 多元。

乔福军还当了“师父”。他这样激励别人：“我一个
残疾人都不服输，你们还能服输？！”经他教会的“徒弟”
就达 30 多人，村民刘淑华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期培训没参加上，是乔福军教会的。他身残
志坚，我们都佩服他。”正在编织的刘淑华有个线头接
不上，叫来乔福军，他很快就接上了。

2018 年 6 月，平洋镇投资 20 万元购买了 140 平
方米临街房屋作为手工编织基地，命名为“百姓创业之
家”，乔福军被聘为管理员。他们一家搬进管理员室，结
束了租房生活。

“以前屋子又小又黑，现在住得宽敞明亮，是我最
喜欢的。”乔欣怡说。

去年，泰来县举办为期 8 天的“贫困残疾人实用技
术培训暨巧女编织项目培训班”，乔福军当了主讲人。
“摆脱贫困，首先从精神上与贫困绝缘，不等不靠。”乔
福军把这当作“秘诀”。

在泰来县组织的“身残志坚，脱贫光荣”的演讲会
上，站在台上的乔福军双臂一举，骄傲地告诉大家：“我
于 2018 年光荣地脱贫了！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感谢
政府搭建的平台，让我们残疾人也能靠勤劳的双手挣
钱，实现人生价值。”

在乔福军带动下，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编织队伍。

▲ 3 月 25 日，在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村的
“百姓创业之家”，乔福军帮妻子刘宇佳编织汽车坐垫。

新华社记者韩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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