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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雪 张磊）洮北区金祥乡富强

村的酱汁香蒜、镇赉县大屯镇代头村的大米、洮南

市黑水镇旭日村的马铃薯、大安市太山镇地窝卜

村的香辣牛肉酱、通榆县十花道乡曙光村的农家

酸菜……从大棚蔬菜到蛋禽肉类，从杂粮杂豆到

各种酱菜，从大米白面到各类零食小吃，白城市首

家驻村第一书记代言产品专营店里商品琳琅满

目，顾客络绎不绝。

“以前还真不知道白城有这么多特色好产品，

这个店开的真好，以后我一定常来光顾。”顾客李

大姐一边请店员为她挑选的装了满满两个袋子的

商品结账，一边微笑着说。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白城市参与扶贫的龙头

企业发展到252户，带户合作社发展到451户。全

市落实种、养、加工等产业扶贫项目2178个，带动

贫困人口21万人（次）。大批优质特色农产品不

断涌现，为了给这些扶贫产品打开市场，为扶贫产

业奠定发展基础，白城市采取了多种手段，驻村第

一书记代言产品专营店便是其中之一。

专营店由白城市驻村第一书记协会、洮北区

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中智优选集团公司联合创

办。专营店“以购代捐”“以买代帮”，让贫困村特

色农产品走进城市，打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销售

渠道，同时又通过打造“线下线上”同步运营新模

式，形成辐射面广、整合力强、美誉度高、可持续发

展的强大拉动力，助力贫困村集体和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

“第一书记代言产品专营店的成立打通了农

户和市场之间的渠道，为我们第一书记代言产品

开拓了市场，创造出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现在进

店的产品是来自白城五个县市区的11个大类共

218种产品，今后还要持续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协

会桥梁纽带作用，发展更多的第一书记代言产品，

使品类更加丰富齐全，让广大市民在市区就可以

直接享受到白城本地乡村最好的农特产品。”白城

市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会长李浩然介绍说。

白城：“第一书记开店了”
远处青山如黛，山下炊烟袅袅，在濛濛细雨

中，记者来到位于洮南市北部半山区的胡力吐

蒙古族乡双庙村。

在村部迎接我们的白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驻双庙村第一书记王广栋对记者说：“欢迎

来双庙村，我们这里空气好吧？”

“是啊，山水相依，这里景色好，空气也好。”

记者说。

“我们这儿的环境很养人，村上有很多长寿

老人呢！一会儿我就带你们去见见村上的老寿

星。”王广栋说。

在去往老寿星家的路上，王广栋介绍，今

年，村上在庭院经济上主要种植黄金钩豆角，今

天刚上班，便有人打来电话要来买豆角，我们现

在去的就是贫困户王俊家，他已经在家准备好

豆角了。

说话间便到了王俊家，今年76岁的王俊将

我们迎进屋，王俊的父亲王文堂坐在炕上笑着

向我们打招呼，还一一和我们握手，“这就是我

们村98岁的老寿星。”王广栋介绍。

“王爷爷，您身体怎么样啊？”记者问。

“好着呢！没事还和我儿子喝两盅。”王文

堂说，他的回答逗乐了屋里所有人。

“我们爷俩虽然岁数大了点，但身体都还

行，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对我们都很照顾，没事

就来看我们，你看这园子里的菜和大鹅，种子和

鹅雏都是王书记他们给的，驻村工作队来帮我

又是平地又是播种的，可省了我不少事，种的这

些豆角、白菜什么的除了够自己吃还能有钱赚，

这不，王书记刚帮我联系完卖豆角的事么，我都

摘完了。”王俊说。

没过多久，买豆角的客户也到了，看到豆角

品相很好，一次买了60斤，当王俊接过200元豆

角钱时，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王广栋介绍，今年，双庙村所有农户庭院经

济种植的黄金钩豆角，都与胡力吐蒙古族乡电

子商务平台签订了销售合同。在庭院养殖上，

包保单位白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吉林广

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共同出资为双庙村所有贫

困户购买鹅雏5000余只，采用订单式销售，保

障他们在收入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增收的

途径。

培育产业是扶贫的关键。贫困户王洪起有

养蜂的技能，刚刚结束了今年的外出采蜜回来，

30个蜂箱在院子里一字排开，他告诉记者：“在

驻村工作队的鼓励下，我家通过养殖蜜蜂卖蜂

蜜增收，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今年年

初受疫情影响，蜂蜜卖不出去，这可把我愁坏

了。王书记知道后，多次主动到我家来了解蜂

蜜的质量情况、销售价格等，通过微信帮我销售

了300多公斤蜂蜜，销售额16000多元。王书记还用自己的车帮我运蜂蜜送货，

真是不知道说啥感谢的话好了。”

这次帮助王洪起顺利渡过难关，不但让他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还

让王广栋发现利用双庙村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养蜂产业的可行性。

“我现在正在联系包装的事情，等准备妥当后我会申请在驻村第一书记协会

直播间进行代言宣传，发展顺利后我们会将养蜂技术在村里进行推广，把养蜂作

为产业发展起来。”王广栋说。

谈起脱贫攻坚后双庙村的变化，村党支部书记赵鑫说：“我们村是深度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来到后，在产业发展、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村里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改变，电大还利用自身优势对贫困群众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努力

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稳定就业，村民的满意度都非常

高。王书记这些年工作上是任劳任怨，从不熟悉农村到与村民打成一片，这个过

程非常用心。特别是在计算机业务上更是我们村的顶梁柱，教了我们非常多的

知识。”

从2016年驻村工作至今，王广栋每天都将当日的工作和心得写成日记记录

下来，随着扶贫日记越写越多，双庙村的变化也越来越大，王广栋感觉收获满满。

“咱们的老百姓特别淳朴，看着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我感觉自己

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非常有成就感。”王广栋说。

这一天工作结束后，王广栋在扶贫日记里的最后一段写下：现在已经是脱贫

百日攻坚收官战了，一定按要求，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打好打赢这场

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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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农 民 向 土 地 要 效 益
——记吉林农业大学通榆“扶贫科技小院”

本报记者 张磊

“以前赶集时孩子要吃烧鸡，当时兜里的

100多块钱被我攥成团都没舍得给孩子买，现

在腰包鼓了，别说烧鸡，就算是烤全羊咱也能

吃得起！这都得感谢脱贫攻坚的好政策。”白

城市洮北区洮河镇那尼哈村66岁的村民邓兴

财拍着口袋笑着说。

那尼哈村是深度贫困村，为了做好包保

帮扶工作，国网白城市城郊供电公司通过农

网改造、产业扶贫等多种方式助力当地村民

脱贫增收。如今，那尼哈村已经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并被列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电力有保障电力有保障
脱贫有希望脱贫有希望

曾经颠簸不平的土路、残旧破败的村貌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

直通每家农户；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亮化了

村庄，更照亮了村民的心……村民们高兴地

说：“原先一到晚上村里黑灯瞎火的，在路上

走就怕磕着碰着。现在好了，有了路灯，晚

上村里也亮堂堂的，我们村现在是一天比一

天好。”

脱贫攻坚伊始，那尼哈村基础设施差，

国网白城市城郊供电公司扶贫工作队通过

入户调查后认为，那尼哈村要发展必须首先

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公司充分发挥

行业优势，2016年至 2019年，共投资85.82

万元，新建及改造7台变压器，投资39.64万

元，敷设低压电缆12.26公里，满足了村民

的用电需求，为那尼哈村的发展提供了保

障。

“现在电压足了，各种设备都能正常使

用，路也修好了，有了电和便利的交通作保

障，村民们就可以放心打造特色农业项目。

在各方的支持下，村民们正千方百计想办法

创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那尼哈村党支

部书记于占忱欣慰地说。

因地制宜谋产业因地制宜谋产业
村民增收渠道多村民增收渠道多

过去，那尼哈村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经

济作物是杂粮、杂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产

业。

2016年，国网白城市城郊供电公司积极

与当地政府及贫困户沟通，先后考察了6个

乡镇、10余个项目，又邀请农业局技术人员

现场考察，最终将蔬菜大棚示范园作为农业

扶持项目之一。公司聘请农业专家，常驻包

保大棚的农户家，从打垄、施肥到播种、培

土，一条龙帮扶农业合作产业。同时，帮助

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利用家庭庭院小园发

展绿色蔬菜，种植经济作物，春耕时无偿提

供种子，秋收时全部回收，多渠道带动贫困

户增收。

“现在，我们形成了庭院经济、肉羊养殖

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再加上各类分红，2019

年，贫困户收入可达到5300元至6300元。”村

长谭峰说。

政策宣传入民心政策宣传入民心
““志智志智””双扶做表率双扶做表率

村民仲启印曾经是那尼哈村的能人，自

己原来有一晌多地，后来又承包了5晌水田，

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可2016年因各种原因

不但收入减少，外边还欠着亲朋好友一大笔

承包款，又赶上腰部旧病复发，仲启印倒下

了，一家四口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国网白城市城郊供电公司扶贫工作人员

吴宝顺找到仲启印，了解情况后，吴宝顺联系

另外两名同事为仲启印垫付了医药费，让他

看了病，还帮他凑齐了包地所需的款项。在

各方的共同帮扶下，仲启印挺直腰杆重拾信

心，2018年，他家的粮食收入达到了8万元，

2019年，他又承包了11晌水田、3晌旱田，日

子又好了起来。

“倒下之后，真没想过我这身子骨还能赚

钱，吴大哥像亲人一样帮助我，现在，我们谁

家有事都愿意跟吴大哥说一说。”仲启印说。

现在的仲启印又新盖了三间大瓦房，村

民们看着重新站起来的仲启印，也更坚定了

脱贫致富的信心。

“仲启印的困难是我们在入户进行惠农政

策宣传中发现的，要让贫困群众真正了解扶贫

政策，不能只是说说，还要实打实引导他们，帮

助他们，让贫困群众放弃‘等、靠、要’的思想，

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要让他们信心满满在通往

小康生活的大路上奔跑。”吴宝顺说。

电力兜底产业兴 脱贫致富奔小康
——国网白城市城郊供电公司包保帮扶工作记事

宋京 本报记者 张磊

秋日里的场院。洮南

市万宝镇北太平村的场院

里农民正在打谷子。

“我这片示范田有120公顷，每公顷玉米产量已经

超过了26000斤，今年又是好收成。”通榆县乌兰花镇春

阳村大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天禹望着大田里即将丰收

的玉米笑着说。

“原先咱们农村人种地靠的是勤快和祖辈传下来的

经验，现在讲究的是科学，自从我们这扶贫科技小院里

来了大专家，大伙儿种地的观念算是彻底改变了。专家

们出的招真灵，让俺们这些种地人佩服。”王天禹说。

科技走进田间地头科技走进田间地头
贫困户变身产粮大户贫困户变身产粮大户

回想起五年来自己种地的经历，王天禹觉得像是

做了一场梦，“没成立扶贫科技小院之前，我种了10多

公顷的玉米，每公顷产量也就10000来斤，去了开支基

本都不剩钱，收入仅够解决温饱问题。成立了科技小

院之后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产量翻了一番还多，是

科技小院教会了我如何科学种田。”

扶贫科技小院负责人刘烁然是吉林农业大学植物

营养学在读博士研究生，2015年他就跟随导师来到通

榆县开展调研，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种植情况，

并组织开展通榆扶贫科技小院的筹建。五年来，刘烁

然和他的同学们就住在村子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每天奔走在田间，运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创造出一

块块高产田，一块块产量翻番的示范田。

刘烁然介绍说，扶贫科技小院建在生产一线（农

村、企业），是集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

一体的新模式。通过研究生与科技人员驻村，开展“零

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服务，为农户及生产组

织提供技术指导，实现农作物高产、资源高效和环境友

好的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同时，还可以逐步推动

农村文化建设和农业经营体制变革，探索绿色农业及

现代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

五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教

授来通榆扶贫科技小院90余人（次），博士、硕士及本科

生500余人（次）。他们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实践基

地，带着课题来，带着成果走，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融。

农业技术传帮带农业技术传帮带
带出共同致富好日子带出共同致富好日子

“‘扶贫科技小院’教会了我科学种地，让我成为高

级农技师，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格局和情怀。”在扶

贫科技小院的支持和鼓励下，王天禹把学到的农业技

术毫无保留地教给身边的贫困户，带动乡亲共同致富。

“2015年以前，家里种玉米一年纯收入只有3300

多元，到2019年收入已经达到了27000多元，今年我种

了7.6公顷玉米，收入肯定比去年还要高，日子是一天

比一天好。”春阳村贫困户陈海军就是在扶贫科技小院

和王天禹的帮助下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种地。

通榆县共有16个扶贫科技小院工作站，覆盖全县

8乡8镇，与60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合作，推广测土配

方施肥等先进技术12项。直接帮扶贫困户660户，贫

困人口1736人，为帮扶的贫困户增加产值300余万元，

带动农户3000余户，增加产值2000余万元。

通榆科技小院工作站为群众提供10种作物的产业

示范，示范面积2万余亩，每年可实现技术覆盖面积60

万亩，每年技术辐射面积可达150万亩，仅玉米一项就

增产22%—39%，累计为农民增收超过10亿元。同时，

扶贫科技小院累计培训农民5000多人次，其中27人获

得高级农技师等资质，46人获得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称号。

““扶贫科技小院扶贫科技小院++””模式模式
开拓增收致富好前景开拓增收致富好前景

在通榆县边昭镇五井子村，即将收获的谷子、高

粱、黄豆等农作物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驻村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我们与扶贫科技小院紧

密相融，开创了‘扶贫科技小院+帮扶单位+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模式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我们村的新洋

丰五井子农业种植合作社，实现了从田间到工厂、到市

场的转化，‘五井子’系列小米、杂粮、全麦面等农产品

在市场上口碑非常好，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吉林日报

社驻五井子村第一书记纪德永说。

“扶贫科技小院为10户贫困户提供优质种子、化肥

等，由扶贫科技小院负责人（优秀种植大户）督促这10

户农民进行田间管理，重点帮助其中3户特困户。中国

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及研究生的科技培训、田

间指导，带动周边30户贫困户科学种田，形成帮助3

户、扶持10户、辐射30户的扶贫效应，带动农民增产增

收。”刘烁然说。

五年来，扶贫科技小院的专家和研究生坚持在农

业生产一线开展科技扶贫和产业扶贫，形成了“大

学+政府+包保单位+涉农企业+种植大户（合作社、家

庭农场）+贫困户”六位一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榆模

式”，并出版了《“科技小院”助力通榆县脱贫攻坚模式

探索与实践——通榆扶贫科技小院工作纪实》一书，系

统总结了助力脱贫攻坚的模式与经验，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白城市首家驻村第一书记代言产品专营店开业白城市首家驻村第一书记代言产品专营店开业。。图为驻村图为驻村

第一书记代言的小米第一书记代言的小米，，深受群众喜爱深受群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