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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三千里兄弟情谊深
——蓟州区东西部扶贫工作成效纪实

地处甘肃省中部的天祝县距蓟州
区1600多公里，总面积7149.8平方公
里，其中农耕土地占比8.09%，藏族、土
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占总人口
37.1%。

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农耕地占比低，
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也有相似的情况。
近年来，孙各庄满族乡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蜜蜂养殖产业，满乡群众增收显著。

能否将蜜蜂产业“移植”到天祝县，
也带动天祝人民致富？带着这样的愿
景，2018年，孙各庄成校校长郭亮作为科
技特派员，踏上了去往天祝县的道路。

调研中，郭亮发现天祝县拥有油菜
花及100多种野花品类，蜜源植物丰
富，非常适宜蜜蜂养殖，但天祝县海拔
高、气温低，冬季长，蜜蜂成功越冬是产
业落地的关键。郭亮回蓟后立即申请
确立蜜蜂养殖实验项目，携带实验蜜蜂
再度前往天祝。

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当地生活条件
艰苦，郭亮等三名实验人员只能挤在一
处废弃的学校居住，当地群众受传统游
牧思想禁锢，并不看好蜜蜂养殖。为实
现这个“甜蜜的”致富梦，郭亮等人不惧
寒冬，日复一日观察记录蜜蜂的情况。
经过漫长冬日的等待，2019年开春，郭
亮欣喜地发现，蜜蜂全部顺利越冬。

2019年，郭亮的蜜蜂养殖项目被
天津市确立为示范项目，与天祝县睿琛

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协作，在天祝县松山
镇鞍子山村正式实施。郭亮等人携带
着蓟州区无偿提供的蜜蜂20箱、蜂箱
20个，以及制蜜机等设备工具，对天祝
县科技示范户陶春晓等人开展手把手
的培训。
“第一桶蜂蜜新鲜出炉。”2019年7

月，陶春晓的微信朋友圈喜迎众多粉
丝。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尝起来冰鲜
玉润、髓滑绵甜的116斤“天祝高原百
花蜜”很快售完。
“天祝县气候干燥，蜂蜜含水量低，

口感更‘浓郁’，品质非常高。”郭亮介绍
道，引入蜜蜂产业后，天祝县的花卉产业
也跟着活跃起来，旅游业随之发展，产业
间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已初步形成。
“按照这个产业模式，明年蜂蜜产

量将迎来较大提升，预计可实现销售收
入50万余元。”郭亮信心满满地盘算
着，下一步还要组织更多蜜蜂养殖科技
特派员在天祝县建立蜜蜂养殖科技示
范基地，“一只小小的‘蜜蜂’，能给200
余户贫困户带来脱贫致富的好日子！”

距天祝西北80公里的古浪县紧连
腾格里沙漠南缘，5103平方公里的县
域内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598平方公
里，风沙线长达132公里。

古浪县北端的西靖镇是甘肃省40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属旱丘陵沙漠地
带，年平均降雨量200毫米左右，无霜
期仅150天，农作物产量低，贫困发
生率较高。如何在这片沙土地上创

造价值，成为了帮扶工作
面临的最大难题。

蓟州区渔阳镇作为结
对帮扶单位，先后多次前

往西靖镇现场调研，寻求百姓脱贫的办
法。防风固沙的梭梭林引起了注意，能
否在梭梭树上嫁接肉苁蓉来提高收
入？西靖镇自然环境如此恶劣，肉苁蓉
作为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的名贵中药材，
能否嫁接存活？

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渔阳镇请来
了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生态功能材料研
究所所长张增志教授，四次前往西靖镇
实地调研，经过土质检测和对生长条件
的论证，答案是可以嫁接。

得到专家的肯定，渔阳镇立即行动，
建立肉苁蓉种植基地，聘请专业团队选
种育苗，培训种植、管理技术人员，为准
确把握肉苁蓉生长环境专门研制了新材
料水袋，大大提升肉苁蓉的存活率。

该项目预计两年后产生效益，500
亩试验基地可产肉苁蓉约5万个，预计
每年净产值约500万元。下一步，西靖
镇还将打造2000亩的肉苁蓉产业基
地，预计年产值2000万元，肉苁蓉项目
的落地不仅带来一笔可观的效益，更是
为西靖沙漠化治理增添绿色屏障。

站在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的一处山坡
上，天高云淡，清风拂人，固化荒丘沙地
的一排排草方格整齐划一、蔚为壮观，各
种防沙植被在烈日下显得郁郁葱葱。
“能否引入新的树种，给这片沙漠

既添‘绿’又生‘金’？”带着这个问题，蓟
州区林业局与古浪县林草局多次对接、
反复研究适合当地环境的果树和绿化
树，最终决定发展可兼做生态林和经济
林的红果等品种。

去年初春，疫情刚刚平缓，3月23
日，蓟州区林业局苗木基地已起苗装
车，第一批援建的红果树苗26日抵达

古浪，当地200多名机关干部和群众立
即开始栽植。接着，2万株海棠、2000
株金枝槐、800株红叶李……4月8日，
第二批援建苗木陆续运抵古浪。

与苗木一起抵达的还有技术支
援。古浪县富民新村农户第一次种植
红果树苗，没有种植和养护经验，3月31
日，蓟州区林业局副调研员、林业推广
研究员胡春明和农艺师李玉奎专程赶
往古浪县，对苗木日常管理、防冻、保湿
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制
定了“下盖被、上穿衣”、科学施肥等技术
要点，并提供持续不断的跟踪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5日，刚刚
返蓟的胡春明收到了来自古浪的微信，
照片中，援建的苗木绿叶初萌，甚是喜
人，苗木全部萌芽，没有一株死苗，长势
良好。一起收到的还有亲切的话语，
“感谢蓟州人民开展绿色帮扶的深情厚
谊，我们一定要让蓟州帮扶林结出累累
硕果！”

蓟州区林业局与古浪县林草局一
道，迈出了生态帮扶重要一步。去年9
月，在此基础上再发力，又为古浪县支
援了5000株牡丹和2000株芍药。“我
们会继续探索生态扶贫举措，争取打造
出一颗林果飘香、牡丹盛开的‘陇上明
珠’。”胡春明说道。

林果产业、蜜蜂养殖、食用菌大棚、
肉苁蓉基地、红香酥梨果园……蓟州区
持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将优势产业陆
续导入受援地区，鱼渔并授，增强当地
贫困群众“造血”功能，助推特色产业发
展。目前这些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
“东部优势输入、西部短板补齐、东西相
融进步、双方互惠互利”的标杆。

蓟州产业扎根西北大地

蓟州区帮扶天祝县松山镇德吉新
村的扶贫车间建起来后，附近村的妇女
们有了一份家门口的事业。

村民豆桃仙每天早晨来到车间，打
开缝纫机，把昨天做剩下的布匹拼在一
起，启动机器，伴随着缝纫机的节奏声
开始一天的工作。
“扶贫车间建成之后，每个月能有

四到五千元的稳定收入，”豆桃仙满足
地感叹，车间离家近，自己还拿回家一
台机子，晚上可以一边陪孩子学习，一
边干活。
“感谢蓟州区的帮扶，让大伙在家

门口就业。”丝路雨服装公司负责人宋
占林介绍道，“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模
式让赋闲在家的妇女挣上工资，一个小
小服装厂能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6人
就业，真正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

出古浪县城驶向城东，腾格里沙漠
腹地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蓝色的太阳
能光伏电池组件方阵，在晨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这是古浪县“十三五”新增的20兆
瓦光伏扶贫项目，利用荒山、沙滩、闲地
集中建设光伏电站，自2018年底正式

并网发电起，已投入使用两年。
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大战略下，蓟

州区与古浪县“光”与“农”的脱贫之约。
光伏项目的实施，为古浪县带来达

到2500万元以上的年发电效益，11个
乡镇92个贫困村的2858户贫困户户
均年受益约3000元，村集体经济约5
万元以上，持续受益20年。“不仅贫困
群众有收益，附近群众还能就近务工。”
古浪县发改局干部银会勇介绍，该项目
总投资13841.21万元，其中天津市蓟
州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2697.6
万元。

黄花滩戈壁农业产业园、天蓟扶贫
产业园、20兆瓦光伏扶贫、农产品销售
……蓟州区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发
展适合村情民意的产业项目，实现了贫
困村、贫困户“双增收”，为决胜脱贫攻
坚搭建了新平台，注入了新活力。近四
年来，市区两级财政累计向两县投入帮
扶资金3.1244亿元，助力两县实施141
个项目，累计帮助两县引进企业19家，
帮助两县11780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
使16万名贫困户受益。

这是帮扶成效，也是蓟州区与天祝
县、古浪县人民兄弟友谊的见证。

家门口打工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曾经是西部山
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致富无门路，
发展无优势，无法实现“两不愁”；受上学
难、就医难制约，更无法实现“三保障”。

提升现有医疗水平，是两县人民最
急切的期望，也是蓟州区迫切想要实现
的愿望。

2019年12月，当蓟州区人民医院医
生彭宇初到天祝县藏医院，伴随着高原反
应而来的是对医疗设备技术落后的感叹。

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良莠不齐、医疗
设备陈旧老化、检查手段缺失……彭宇
坦言“问题很棘手”。

高海拔的环境导致天祝县肺心病
高发，肺心病人全麻手术后，催醒药弗
马西尼是必需品，否则出手术室可能会
引发呼吸抑制，带来生命危险。

彭宇第一次手术开药时发现，“医
院里没有氟马西尼这个药。”彭宇立即
通过蓟州区人民医院，为天祝县藏医院
购进最新的催醒药，并在临床实践中指
导医生们使用。
“蓟州区的帮扶医生为我们带来了

迫切需要的技术和经验。”藏族医生李萍
元说道，过去缺少经验，麻醉科的医生最
怕神经阻滞、臂丛麻醉等操作，在帮扶医
生协调购药、手把手传授临床经验的努力
下，天祝县藏医院已摆脱了这种困境。

“天津市蓟州区帮扶医疗工作队不
仅为医院送来了优质治疗资源，还帮助
培训一批医疗人才，留下了一支‘不走的
医疗队’。”天祝县藏医院院长朱青学说。
2018年11月30日，蓟州区人民医院

蒋洪波到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藏医院影像科开展为期一年的援甘工作。
在天祝县期间，她的手机24小时开

机，全天候应诊，每天CT工作量最多达
到87人次。高强度的工作下，她得了腰
椎间盘突出，加之对高原气候的不适应，
经常胸闷气短、头晕目眩，血氧饱和度八
十多，但她从未因身体原因请过假。
这一年里，她带领科室人员把

CT35种基本检查项目全部开展并成功
运行，还开展了增项检查和多种操作的
培训，天祝县藏医院的CT检查水平显
著提高。
作为蒋洪波的爱人，药学部副主任王

宝江也申请了到天祝县藏医院进行一个
月的帮扶。帮扶期间，他每天点评110多
张处方，分析总结问题，连同药学专业知
识做成课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短短
一个月，藏医院规范了基本药品目录，抗
菌药物的分级管理水平也显著提高。
蒋洪波、王宝江夫妇共同援甘，为

天祝的医疗水平提升奉献了“小家”的
力量，成了扶贫故事中的一段佳话。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孩子的头等大
事，为了能让两县孩子们接受到良好的
教育，蓟州区的支教老师义无反顾踏上
了援甘的征程。
“起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结构

画准确……”在古浪一中的教师里，赵
伟手把手地教授学生素描的技巧。
2018年8月，怀揣着对大西北的无限憧
憬，蓟州别山小学美术教师赵伟和三名
同事来到了古浪一中的课堂。一张简
易的床铺、几张低矮的桌椅、一组衣柜、
一个热水器是他全部家当。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兴趣，他开设
“扎染”课程，用全新的课堂内容让孩子
们体验到艺术的魅力。半年多的支教
生活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用心带领孩子
们一起设计、制作扎染作品，作为珍贵
的回忆留给了孩子们。

像赵伟一样的支教老师，蓟州区共
有92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真
情投入、全心付出，把优质的教育资源
带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把智慧的种子
撒在天祝、古浪的每一个角落，播种下
未来的希望。

天祝县城关小学副校长王永平对
蓟州的援助感触良多，他说：“蓟州区支
教老师多方位、多角度指导我们学校的
党建、管理、教学、教改等工作，让我们
深受帮助与鼓舞。”

提起柔性帮扶的经历，蓟州区教研
室教研员马春风也深有感触，他们和天
祝的教育同行共开展讲座12场，做示
范课和公开课30节，听课、指导课上百
节，“两地的教育人相互交流，共同为受
援县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才的培育输出，实现了教育资源
共享，填补了受援两县医疗领域的空
白，有力提升了受援县的基础医疗、义
务教育水平。近四年来，蓟州区立足群
众最关心、需求最急迫的实际问题，有
针对性增派专业人员，选派医生、教师、
专业技术人才207人次到两县开展支
医、支教、支技工作；帮助两县培训党政
干部1071人次、专技人员1758人次。
着力完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协调蓟州
区信息工程学校和天祝县职教中心建
立“2+1”联合办学，提高西部职业学校
学生就业竞争力，缩短了东西部差距。

“把智慧的种子撒在每一个角落”

扶贫路上要“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结合“万企帮万村”“结对认亲”行
动，蓟州区细化帮扶计划，做到精准扶
持、“一村一策”。目前蓟州区27个镇
乡街、11个区直部门、31个村、9个社会
组织、2所医院、195所学校、59家企业
与两县开展结对帮扶，区领导带头，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
古浪、天祝108个深度贫困村154户贫
困户结对认亲，形成乡镇、村企、学校、

医院之间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务实
协作的扶贫格局。

脱贫摘帽只是开始，蓟州区还将
继续在产业、教育、医疗、消费、就业
等方面上加大帮扶力度，不断打造对
口帮扶新格局。相距千里的两地三
区县，心手相牵、血脉相连，正在共同
开创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
道路，将携手踏上“脱贫攻坚、全面小
康”的新征程。

“脱贫不是脱政策摘帽不是摘帮扶”

蓟州区，渤海之滨的京津“后花园”；古浪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东端要塞；天祝县，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高原交界处。
东西两地，千里相望，兄弟牵手，情比金坚。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开展以来，天津市蓟州区和武威市天祝、古浪两县成了亲兄弟，一

段跨越山水的结对佳话谱开新篇……
2017年以来，蓟州主要领导多次带队赴结对帮扶的古浪、天祝两县对接考察“结亲戚”，共同研究、务实解决深化协作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各镇乡、部门百余次赴两县深入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交流，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架起了东西部携手奋进的“连心桥”。
资金扶持、人才支援、优化产业、劳务合作、消费扶贫……四年过去了，在蓟州区上下一心的不懈努力下，受援的两个兄弟县于2020年2月

实现全体脱贫摘帽，居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8月
哈溪镇东滩园区
甘肃格瑞丰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贫
困户职工正在野
山珍车间进行野
生蘑菇包装作业。

在支教教
师赵伟的指导
和帮助下，孩子
们穿上了自己
亲手制作的扎
染T恤。

▲2019年7月16日，在天祝县松
山镇，天祝县教科局副局长郑魁观摩
蓟州区蜜蜂养殖技术员赫庆利给科技
示范户陶春晓等现场教学传授蜜蜂养
殖知识。

蒋红波和康复科大夫
在医办室就心衰病人会诊。

▲ 2019年9月14
日蓟州区携手古浪、
天祝在津举办农特
产品展销。

▲

2019年8月7日天美
白牦牛产业园深加工车间、
屠宰车间钢结构安装施工。

天祝臣祥
菌业科技有限
公司食用菌产
业化生产循环
经济产业园。

▲

▲

▲

曾子益杨天宇湛洋王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