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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晨輝是哈爾濱市委統戰部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
2015年派駐的第一批扶貧幹部，2017年任工作隊

隊長，是哈爾濱市首批唯一的女性駐村第一書記。

村委無暖氣 冒寒冬辦公
「村裡條件差，村委會沒有暖氣，一到這個季節，我

們都要在家辦公。」安晨輝說。事實上，安晨輝和扶貧
工作組的辦公時間大多都是在村民家裡、在田地中、在
村屯間的道路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着安晨輝來到村民劉德彥家中，一
進門，就感受到村民對她的熱情。「快進屋，不用換
鞋，到裡屋炕上坐着。」劉德彥的妻子取出水果熱情地
招呼。
今年已經70歲的劉德彥是村裡的脫貧戶，之前家裡
是土房，殘敗不堪，三個孩子都在外打工，妻子因病長
年在家，為治病也花盡了家中的積蓄。「怎麼樣？」
「還有什麼困難？」「取暖費報銷了嗎？」「看病不要
忘記開發票啊。」坐在劉德彥家的炕上，安晨輝不斷地
尋問叮囑着。

告別漏水屋 貧戶搬新家
回想起三年多前，剛到龍興村的時候，安晨輝始料不

及，有孤寡老人和弱智兒子一起生活，屋裡沒處乾淨，
到了雨天，屋外下大雨屋裡下小雨，村容村貌就更沒法
說了，全村沒有板油路，一下雨出門都成問題。
為了找到龍興村貧窮落後的原因，安晨輝利用了兩個
多月時間，走遍全村四個自然屯，發現很多貧困戶因病
致貧，高昂的醫藥費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另一方面，村
子裡沒有集體經濟，想要脫貧沒有產業。為了保障村民
的安全，安晨輝首先着手危房改造的問題。
三年多來，安晨輝除了運用國家危房補助，還帶領駐

村工作隊從社會上的愛心組織募集到了30萬元的資
金，用於龍興村的危房改造，讓65戶貧困戶告別泥草
房，搬進新家。

推一戶一策 助精準脫貧
針對每個貧困戶的不同情況，安晨輝為他們量身定做
了脫貧策略，缺技術就送技術，少資金就送資金，因病
致貧就醫療幫扶，通過這樣一戶一策的扶貧模式，安晨
輝帶領工作隊逐個攻破貧困戶多年難以解決的問題。
通過幾個農戶的先行試種，安晨輝成功帶動村民調整

種植結構。今年龍興村的田地上，再不是單調的黃豆、
玉米，像是萬壽菊、中藥材、酵素水稻、有機小米等等
經濟作物越發多了起來。在安晨輝的指導下，酵素水
稻、有機小米已註冊自己的商標。
不僅貧困戶的生活有了保障，村民們的錢包也越來越
鼓，村裡有了板油路、衛生所、圖書室、籃球場等。她
說，現在村裡還差路燈和黃牛養殖基地投產的問題需要
解決，讓龍興村靠產業富起來，讓這裡的夜晚亮起來。

臨近春節，東北到了最寒冷的

時候，距離省城哈爾濱300公里

的黑龍江依蘭縣氣溫已降至零下

31℃。當地三道崗鎮龍興村駐

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隊長安晨輝

頂着嚴寒的天氣，開始了她年前

的走訪工作。三年多來，一千多

個日夜，她全心全意為老百姓服

務，引導村民種植多元化的經濟

作物，搭建電商平台，引進數百萬投資建造

黃牛養殖基地，使貧困戶由2014年的364戶

1,565人，減少到未脫貧11戶23人，每戶平

均年收入由4,000元提升到12,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哈爾濱報道

駐村以來，安晨輝始終把龍
興村農民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
情來辦。誰家孩子該上學，哪
家老牛要產牛犢了，全都熟記
於心，及時提供幫助。

全天候應詢 解疑難雜症
剛到龍興村，很多村民都覺得，一個快退

休的女幹部做不出什麼成績。龍興村支部書
記叢軍說，「安晨輝剛來的時候，看到她一
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還馬上要退休，我們誰
也沒對她抱有什麼希望。」

而如今，村民都離不開安晨輝了，有什麼
事都找他們心中的「貼心大姐」。安晨輝開
玩笑地說，來村裡工作後，手機24小時開
機，這麼大年紀了終於體會到了接電話熱線
的感覺。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村民，安晨輝對他們
都有過什麼幫助時，村民的回答都是，「太
多了，家裡家外雞毛蒜皮的事，很多都是我
們想不到的，安大姐都幫我們想着。她是最
接近農民的幹部，要是站在農民當中，你肯
定分辨不出來她是當官的。」

村民患病或遇到意外情況時，安晨輝和工
作隊總會即時伸出援手幫助化解難題。其
中，趙朋意外摔傷、趙桂清患病時，工作隊
主動幫助聯繫醫院、送醫治療，並墊資提供
住宿。

顧人忘顧己 愧未盡女責
安晨輝家中還有80多歲母親需要照顧，

這些年她感覺一直對母親有所愧疚，沒有盡
到做女兒的責任。有些村民勸她說，「快回
去吧。」但現在安晨輝還真捨不得村民。

安晨輝平時工作忙，有時照顧不好自己的
生活。她說，「有時我外出，外面晾被子要
是下雨都不用擔心，村民就給我抱進屋。在
工作隊的窗台上經常有豆腐、青菜，都不知
道是哪位村民送來的。」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油燈帽、『希伯
格勒』頭飾、蘇門
袍、巴斯干（未婚
女子袍）、哈瑪干
（ 已 婚 女 子
袍）……這些都需要

一針一線純手工製作
呢。」28日，居住在內蒙古自治
區呼倫貝爾錫尼河畔的布里亞特
姑娘斯日格瑪接受中新社記者採
訪時，正在為族民們趕製春節新
衣。

盛裝過春節 手工做新衣
跨越中俄蒙三國的族群——蒙
古族布里亞特部落在呼倫貝爾境
內聚居。20世紀20年代，布里

亞特人從俄羅斯貝加爾湖畔陸續
遷入中國，並最終定居在呼倫貝
爾境內。如今，他們保留和傳承
着本部落的民族文化，過着獨具
特色的中國年。
斯日格瑪堅持傳承傳統布里亞

特服飾文化，2018年被內蒙古呼
倫貝爾市鄂溫克旗破格評為當地
的布里亞特服飾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傳承人。
斯日格瑪說：「雖然在中國的

布里亞特人非常少，但我們堅定
地保留着較為完整的布里亞特蒙
古族文化，包括服飾、民族語
言、飲食習慣、風土人情等。」
「我的母系族群都是布里亞特

服飾的傳承人，到我這已經是第
五代傳承人了。」斯日格瑪說，

「我高中畢業後，跟着父母去俄
羅斯學習布里亞特傳統服飾製作
技藝，6年時間的學習讓我更加
堅定地回國，傳承屬於中國的布
里亞特文化。」
春節新衣是布里亞特服飾中的

盛裝，從花紋到配飾都必須手工
完成，並且嚴格遵守傳統。現在
的斯日格瑪已經小有名氣，她製
作的傳統民族服飾不僅是最漂亮
的，而且是最考究和傳統的。每
逢春節，部落裡的族民大多都會
找她做新衣。
她說：「傳統，一定是傳承的

根本，無論到何時，我都不會對
它作任何改變，可以討論的創新
和設計只會體現在面料和一些配
飾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布里亞特蒙古族在
遊牧生活中，形成了獨特的飲食方式。
春節期間，「烏日木」是布里亞特人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傳統美食。
中新社記者見到斯登的時候，她正在製作「烏日木」，
在加熱的奶油鍋中放入陶布日各（一種奶製品），煮熟
的米飯、果子丁、列巴丁、奶酪、絞碎的稠李子、藍莓
等原料，再加入少量水，一直攪拌至熟。
斯登說：「烏日木是布里亞特蒙古族祖先傳承下
來的、特有的美食，它是布里亞特蒙古人日常飲
食生活中少不了的美味佳餚，也是春節、廟
會、祭敖包、聚會、婚禮、那達慕等重要節
日中接待客人的首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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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貧問暖 關懷老人

養牛扶貧 督建基地

推銷大米 助農增收

龍興村是全
縣有名的省級貧困
村，地處丘陵地帶，

土地貧瘠，村集體經濟
薄弱，全村種植結構單

一，沒有任何產業發展。為
了讓村民脫貧致富，安晨輝為
村民提供農技培訓，幫助村民出

謀劃策，利用扶貧專項資金及社會
籌集資金共310萬元組建起依蘭縣隆
興畜牧養殖有限公司，建起了佔地面
積1.2萬平方米的黃牛養殖基地，預計建
成後年利潤28.8萬元，可帶動92戶貧困
戶，每戶平均年收入增加3,000餘元。

致富先修路 專員教農技
要致富先修路，三年多來，龍興村硬
化村內道路18,000米。村民張大鵬說，
「原來從地裡把玉米拉回家要20分鐘，
現在開拖拉機每小時也能開上60米。」

龍光村長期以來受環境影響一直都是
以種玉米、大豆為主，種植結構單一。今
年，安晨輝帶領村民打了30多口水井，
明年村裡三分之一耕地將種植水稻。
安晨輝還找來哈爾濱市委統戰部的中

華職教社農技人員對農民們進行農技培
訓，為農民們探索更有收益的經濟作
物。

積壓農副產 助村民推銷
除了幫助貧困戶脫貧，安晨輝對其他

村民也提供幫助，其中張大鵬在其建議
下，從2016年開始種植起了酵素水稻，
第一年試種後，很短時間就售光了。張大
鵬說，原來每年去掉家裡的日常花銷根本
省不下錢，今年預計可增收兩到三萬元。
村民自家種的農副產品賣不出去，安

晨輝就拿到省城賣給熟人和朋友，利用微
信推銷，朋友們都開玩笑說她儼然是個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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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族群布里亞特 年味獨特傳承文化

臨退仍拚搏
村民奉「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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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2015年 9月
起任依蘭縣三道崗
鎮龍興村第一書記

年齡：58

安晨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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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興村利用扶貧專項資金及社會籌集資金建起的黃牛養殖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安晨輝安晨輝（（右右））走訪脫貧戶劉德彥家走訪脫貧戶劉德彥家，，坐在坐在
炕上慰問家常炕上慰問家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蒙古族布里亞特蒙古族布里亞特
服飾服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斯日格瑪斯日格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烏日木烏日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受訪者供圖

吃「烏日木」待客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