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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扶贫点亮贫困家庭的希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霍晓庆

新华社银川6月30日

电（记者 张 亮） 今年
清明节，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的
杨郎农民广场，2000余名
中小学生庄严肃穆地在革
命烈士赫光塑像前献花、
默哀。这样的纪念活动，在
赫光的家乡每年都会举
行。

赫光，原名万锡绂，字
季玺，1902年2月出生在甘
肃固原县杨郎镇万家堡子
村（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头营镇杨郎村）。赫光8岁
入私塾读书，16岁考入平
凉陇东公立中学堂，1922
年考入北洋军阀举办的洛
阳讲武堂学习军事，开始
接触到无产阶级思想。毕
业后，赫光在北洋军队中
担任过连长、营长，后因不
满军阀混战之黑暗，战场
脱险后，愤而离开军队回
乡。

赫光在进步思想的影
响下，对家乡民不聊生的
社会状况痛心疾首，毅然
离乡赶赴陕西参加革命，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赫光被中共豫
陕特委派到安徽阜阳国民
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从
事兵运工作。1927年，在革
命遭受挫折的血雨腥风的

岁月里，赫光
不顾个人安
危，仍坚持利
用在敌军部
任职的隐蔽
条件，沉着机
警地在敌营
发展了一批
共产党员。

1931 年
高部到山西
平定驻防时，
他已在军中
发展共产党
员50多名。此

时，中共山西特委根据中
共北方局顺直省委决定，
命令赫光迅速组织实施兵
变，将高桂滋部三个团拉
出来，在五台山一带建立
革命政权，组建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十四军。1931年7
月4日午夜，“平定兵变”爆
发，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经
与敌军进行短兵相接的激

烈战斗，起义部队共有
1100余人冲出包围。部队
集结后，谷雄一宣布中央
决定：经党中央批准，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
成立，任命赫光为军长，窦
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
政治委员。

随后，部队打起绣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
军”字样的红旗，向五台
山地区挺进。沿途红军击
溃敌保安团阻挠，顺利到
达河北阜平，受到老百姓
热烈欢迎。到达阜平次
日，红军就释放了囚禁在
县城的“政治犯”，第三天
在阜平召开了群众分粮
大会，给当地百姓放粮3
万余石。

经过释“囚”、放粮
义举和宣传动员活动，当

地群众对红军有了良好的
印象。赫光与其他同志一
起酝酿，决定建立阜平县
革命政权。7月26日，中华
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
会召开，郑重宣布阜平县
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
阜平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震动了整个华北，极大地
鼓舞了受压迫劳苦群众的
革命信心，使国民党反动
派惊恐不已，必欲除之而
后快。8月，国民党军石友
三部第27旅采取阴谋诈降
的手段，诱骗红军前来受
降。

8月11日，赫光在前
去改编“投降”的敌军时，
遭荷枪实弹的顽敌包围。
但他仍临危不惧，义正词
严地继续给敌官兵做工

作，声色俱厉地怒斥敌顽
固分子。随后，身材魁梧
的赫光与敌人英勇搏斗，
最后寡不敌众，不幸倒在
了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
29岁。

如今，赫光的家乡固
原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因为红二十四军这段
红色记忆，赫光的家乡固
原市头营镇和他当年的起
义地山西省盂县路家村镇
于2017年缔结为友好乡
镇，双方互学互助，共同发
展。头营镇杨郎村村支书
曹辉说：“去年我应邀去赫
光起义地考察学习，与路
家村达成互帮互助协议，
今年七八月份，路家村的
干部将来杨郎村商定帮扶
具体项目。”

前不久，赤峰市喀喇
沁旗牛家营子镇陈家店村
村民范淑华和村里的其他
6名贫困户与牛家营子中
蒙药材生产基地签订了劳
动合同，成为基地的一名
保洁员。

“每个月上班8天，就
有780元的固定收入，一点
都不耽误家里的农活。空
闲时间还可以在基地干别
的，这几天我正给基地的
药材种植园除草，一天100
块。想着这个月能挣不少，
我这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
儿！”范淑华觉得自己一
下子“富裕”了起来。

丈夫先是得了严重的
皮肤病，后又股骨头坏死，
不能干重活儿。家里还有
一个上学的孩子，十几年
来，范淑华一家靠着几亩
地，日子都过得紧巴巴。

“现在我有了工作，孩子也
找到了工作，我们家的好
日子终于要来了！”这份工
作，不仅使她通过自己的
双手获得收入，更是获得
了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

就业扶贫，是精准扶
贫的重要内容。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
直接的脱贫方式。我区先
后制定出台就业创业扶贫

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做好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扶贫
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文件，扎实推进就业扶
贫。截至2018年4月底，全
区共帮扶15.8万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创
业，让他们通过自力更生
拔掉穷根。

每年8月到12月，是牛
家营子中蒙药材生产基地
出药的季节，也是牛家营
子药材市场最热闹的时
候。附近乡镇的剩余劳动
力都会涌向这里，挖药材、
捡药材、洗药材，日均收入
达到280元。据不完全统
计，每年出药期间，基地需
要农民工7000至1万人，为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
进贫困人口就业发挥着重
要作用，成为当地转移就
业的示范典型。

通过发展产业，促进
贫困人口就近就地转移就
业，是就业扶贫的关键内
容。我区鼓励各地依托当
地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
牧场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发展“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努力开发适合贫困
劳动力就业的岗位。创建
81家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等就业
创业优惠政策。同时加大
对家庭服务业的扶持力
度，发展和培育员工制家
庭服务企业，引导扶贫对
象转向家庭服务业就业。

在全区各地，像牛家
营子中蒙药材生产基地这
样带动贫困人口就业的例
子还有很多：赤峰市巴林
左旗笤帚苗产业园区大力
推进种植、加工、销售一体
化，带动9个行政村650户、
近2300口人脱贫致富；通
辽市科左后旗散都苏木呼
勃嘎查成立了民族手工艺
品合作社，将散都苏木500
多名妇女联合在一起搞手
工艺制作……

贫困人口发生贫困的
重要原因是文化程度低、
劳动技能差、缺少谋生手
段。自治区特别重视贫困
人口的技能培训，力争使
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都掌握一项就业技能。组
织实施技能培训进村入户
活动，对30岁以下、30岁至
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
段，文化水平低、缺乏就业
技能的贫困劳动者实施分
类培训，采取送技工院校
接受学历教育等方式进行
有针对性就业技能培训，

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组织开展“技能脱贫千校
行动”，引导职业院校和技
工学校招收贫困家庭子
女，对接受技工教育的贫
困家庭子女，执行“两免一
补一助”政策（免学费、免
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

生住宿费，享受国家助学

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
女就读技工院校，每人每
年给予1500元左右的补
助。

有稳定的就业，才会
有稳定的收益。2016年至
今，300余场扶贫专场招聘
会在各地举行，提供岗位
12.4万个。突泉焊工、望京
保安、兴安家政、瑞洁物业
等劳务输出品牌和京蒙劳
务对接大力推进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就业扶贫行
动日、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不
断，为扶贫对象提供了更
多就业选择。

通过扶持贫困劳动力
自主创业并带动更多就

业，也是就业扶贫工作的
重点。自治区推出《“创业
内蒙古”行动计划（2016
年—2020年）》，为创业培
训合格的贫困劳动者提供
开业指导、项目推介、政策
咨询等免费服务；对有创
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
件的扶贫对象，给予免费
创业培训和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扶持；对入驻园区和
扶贫车间吸纳带动贫困劳
动者多的企业和创业者，
按照相关规定在孵化期内
减免租金、水电费、取暖
费、物业费等相关费用。

赶上好政策，成就好
生活。阿尔山市白狼镇的
贫困户李玉利和老伴儿年
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为
治病家里负债不少。老李
平时喜欢收集奇石、做简
易根雕，一直想开个小店，
但苦于没有资金。镇里得
知情况后，不仅给他提供
了场地，还为他联系了5万
元的贷款。根雕店很快开
了起来，最多一天赚了
7000多块。现在，随着旅游

旺季到来，每天店里的顾
客络绎不绝，李玉利老两
口忙碌着并快乐着。

【记者手记】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在

“五个一批”脱贫攻坚具体

措施中，强调要通过发展

生产和促进就业脱贫一

批。我区创新工作举措，突

出精准施策，千方百计促

进贫困人口就业。截至

2018年4月底，全区共帮扶

15.8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

就业创业，就业已经成为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重要

保障。

通过发展产业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通过劳动技

能培训实现从“授人以鱼”

到“授人以渔”，实施就业

援助为用工单位和贫困劳

动力搭建供需平台，推动

创业带动就业……这些好

政策正在让困难群众靠自

己的双手脱贫致富，获得

幸福生活。

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的创建者之一———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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