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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初夏的阿拉善，牧草
飘香，碧野如茵。漫步在
该盟农村牧区，一幢幢错
落有序、设施齐全的新村
舍展现着生活甜蜜、产业
兴旺的新图景；步入田间
地头和大漠腹地，片片披
满新绿的生态绿洲郁郁
葱葱、鸟语花香，勾勒出
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
象。

5月28日，记者走进阿
右旗巴丹吉林镇额肯呼都
格嘎查。放眼望去，平坦的
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幢
幢徽派风格的砖瓦房靓丽
耀眼，家家门前挂着农家
味十足的红灯笼，大门口
书写着“王家大院”“麦香
村”“菊梅饭庄”的牌匾分
外引人注目。前来该嘎查
郊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嘎
查“农家乐”一条街停满了
来自宁夏、甘肃毗邻省市
及陕西、重庆等省市的车
辆。

推开一家门口挂着
“王家大院”的“农家乐”，
只见这“农家乐”里俨如
一个小热带雨林。院内小
桥流水下鱼儿自由遨游，
植物、蔬菜绿意葱茏，数
名游客坐在茶座享受着

安静时光。老板王润和一
边招呼客人一边乐呵呵
地说：“我自经营生态‘农
家乐’以来，生活水平逐
年提高，每年收入可达20
多万元。”

“近几年来，在政府的
支持下，我们嘎查确立了
以‘宜居宜游’为目标，以
休闲度假、观光游览、农牧
家生活为主，发展特色产
业，搞活三产的嘎查发展
新路子，通过发展‘农家
乐’，家家户户都走上了富
裕路。”嘎查党支部书记吴
民瑞介绍道。

额肯呼都格嘎查常住
人口136户359人。由于自
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
后，生态环境恶化，成为
制约嘎查经济发展的瓶
颈。如何改变落后面貌、
让农牧民走上致富路？近
几年来，在政府扶持下，
该嘎查启动宜居宜业宜
游生态新村建设，在建设
美丽乡村改善村容村貌
的整体环境、提高农牧民
生活质量的同时，依托得
天独厚的“城边村”优势
和生态旅游资源，突出乡
土特色、大漠风情，深挖
文化内涵，打造了“大漠

人家”农家乐和旅游观光
村项目，改造餐饮基础设
施2325平方米，新建家庭
旅馆500平方米，建成了
富有民族特色的“大漠人
家”一条街。

如今，额肯呼都格嘎
查形成集餐饮娱乐、住宿
观光旅游、农家美食于一
体的“大漠人家”休闲旅游
度假村，有经营“农家乐”
11户、农家宾馆12户，超
市、面食店和水果店7户，
从事客运出租和运输户36
户。在旅游服务业的带动
下，该嘎查已成为全旗最
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点，200
多名农牧民实现稳定创业
就业。

“现在我们嘎查家家
户户搞起了旅游业，收入
年年在提高。”吴民瑞说。
据介绍，目前，该嘎查“大
漠人家”农家乐经营户每
年户均收入15万元左右，
部分经营者收入达到50万
元。

额肯呼都格嘎查仅是
阿拉善盟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个示范嘎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让
农牧民沐于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的生活环境，实现

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其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
实，在阿拉善这样一个生
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近
年来一直实施嘎查村环
境改善、产业兴旺、农牧
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并因地制宜在实际
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
的路子。

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入手。2015年该盟先行启
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针对地广人稀、居住分
散、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的
实际，按照农业收缩、农
村整合、农民集中和牧业
适度发展、牧区合理布
局、牧民守土戍边的总体
思路，将全盟198个嘎查村
整合为178个，将209个自
然村融合为29个。整合后
投巨资对全盟30个乡镇、
178个嘎查村因地制宜实
施了以“一村一景、一村
一韵”建设为主题的美化
亮化工作。改善了嘎查村
农牧民住房条件、人居环

境，并从道路、供水、供
电、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
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以全域旅游理念推进
落实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依托旅游资源、
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民风
民俗，把旅游和美丽乡村
建设紧密结合，强势带动
乡村旅游经济，促进农牧
民增收致富。通过建设让
全域旅游亮点频现，阿左
旗依托城镇、旅游景区
（点）、旅游服务基地、旅
游驿站、交通主干线节
点，引导农牧民发展休闲
度假、生态农牧业观光等
新型业态，去年新增集休
闲体验、产品展示、特色
美食、旅游服务为一体的
旅游专业村5个、农牧家
旅游点7个、自治区星级
乡村旅游接待户1家、休
闲农业示范点1个；额济
纳旗围绕打造特色村镇
和田园牧歌综合体，去年
重点规划建设旅游专业
村5个、农牧家旅游点20

个、自治区星级乡村旅游
接待户4户……乡村旅游
让一大批农牧民致富。

以特色产业发展为重
点，该盟扎实推进农牧业
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发展，在农牧区因
地制宜打造了有机农业、
特色沙产业、精品林果业、
休闲农牧业和“阿杜”肉
羊、双峰骆驼、白绒山羊等
高端畜牧业产品精深加工
业，助农牧民增收。截至目
前，仅在生态沙产业上，通
过“公司+基地+农牧户”产
业化模式发展，直接和间
接从事沙草产业发展的农
牧民约2万人，占农牧民总
数的五分之三，沙生产业
经 营 性 收 入 占 纯 收 入
42.07%；牧民中有三分之
二的人从事沙生产业，人
均年收入达3到5万元，部
分牧民户年均收入长期保
持在20万元以上。这些乡
村产业的迅猛发展为该盟
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新华社长沙6月1日

电（记者 阮周围） 距
离湖南桑植县洪家关光
荣院30米处，是贺龙元
帅的堂弟、工农革命军
第4军第1师师长贺锦斋
烈士墓。墓碑中心刻有
一颗闪亮的红星，两旁
镌刻有“澧水歌霞光早
已照大地，浪淘沙革命
巨浪比天高。”

每年清明，是光荣
院里最为庄重的节日，
老人们会早早起床，穿
上军装，精心打扮，为
贺锦斋烈士祭扫。一批
批市民、学生也会自发
来到这里，凭吊长眠在
此的贺锦斋烈士，对他
表示怀念和敬仰。

贺锦斋，1901年生，
名文绣，乳名春生，湖
南桑植人。1916年贺龙
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

讨袁（世凯）护国军的
壮举，为贺锦斋所景
仰。1919年入贺龙部当
卫士，由于作战勇敢，
由士兵逐级递升至团
长。

1926年5月，贺龙响

应广东革命
政 府 的 号
召，率部参
加 北 伐 战
争。贺锦斋
任国民革命
军第9军1师
团长、代理
旅长，指挥
所部参加了
澧县、斗湖
堤、武胜关、
逍遥镇等战
斗，屡建战
功。

1927 年
6月15日，在

北伐进军途中，贺龙所
率领的独立15师升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
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
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
师师长。7月下旬，全军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抵

达南昌。8月1日凌晨贺
锦斋率1师担任正面主
攻，参加震惊中外的

“南昌起义”。起义中，
贺锦斋率部主攻第五
方面军朱培德滇军精
锐警备团，全歼守敌，
取得了南昌起义的决
定性胜利。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
途中，面对严峻的形
势，贺锦斋处处以身作
则，与战士同甘共苦，
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
底。指挥所部参加了瑞
金、会昌等战斗。起义
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
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克
服千难万险，10月底辗
转至上海，寻找党的组
织。

同年冬，贺锦斋奉
中共中央指示到湖北监
利、石首一带组织游击
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
南县、公安等地年关暴
动。在此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8年3月，贺锦斋
随周逸群、贺龙等回湘
西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
地，曾率部在桑植葫芦
壳设伏，消灭贵州军阀
部队数百人，活捉其旅
参谋长。同年7月，中共
湘西前敌委员会和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
贺锦斋任委员和师长。
率部在石门、津澧一带，
率部发动群众，开展游
击斗争。

9月，在石门泥沙镇

战斗中，为掩护主力突
围，贺锦斋率警卫营和
手枪连奋勇冲杀，壮烈
牺牲，年仅27岁。实践了
他“吾将吾身交吾党”

“誓为人民灭豺狼”的钢
铁誓言。

“贺锦斋文武双全，
他一直追随贺龙将军，
是贺龙将军的左膀右
臂。他利用他的文化来
宣传革命道义，在战场
上一线指挥，在战斗中
身先士卒。在军事、文
化底蕴上他是一个比
较杰出的革命烈士，他
站在革命的最前沿，为
人民解放军的缔造做
出了不朽贡献。”桑植
县党史工作者向佐柏
说。

阿拉善盟：精准打造边疆地区乡村振兴新样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贺锦斋：誓为人民灭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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