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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6

实施骆驼舍饲托养促驼产业高端化发展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刘宏章 赵元君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多年来，她无数次用
扁担挑着衣物翻山越岭，
送给山区的贫困孩子和老
人，又把一个个山区孩子
的上学梦想“挑”出大
山———广西百色“扁担姐”
麦琼方以她朴素而真挚的
爱温暖人心、感动世界。

小小扁担：挑来温暖和

希望

“最早挑扁担，后来骑
摩托，现在坐汽车，下乡的条
件比以前好多了。”不久前记
者见到麦琼方的那个周末，
她连续两天下乡和留守儿
童一起玩游戏、包饺子。

39年前，麦琼方19岁，
是广西百色市人民医院洗
衣房的一名勤杂工。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一个
深山村寨，老人小孩艰难
的生活让她内心很受触

动。之后，她经常收集一些
旧衣物，购买一些食物，打
包后送进山里。因为交通
闭塞，她常常只能搭车到
半路，用扁担挑东西进村。

一次，麦琼方独自挑
衣服到隆林的一个村庄，
一不小心连人带物掉进了
10米深的沟里。从此落下
腰痛的病。

“别人需要帮助，我就
去帮一点，能帮到别人我很
快乐。”几十年下来，麦琼方
挑坏了18根扁担，送进山的
旧衣物有几十吨，人们亲切
地叫她“扁担姐”。

在麦琼方家小区的院
子里，有一个专门储藏爱
心衣物的小屋，里面堆放
着很多打好包的衣物，寄
自全国各地。“有时候一个
月就可以收到两车衣服。”
麦琼方说，收到衣物后她
会进行洗涤消毒，再分类

装好。
麦琼方基本上每隔几

个星期就下一次乡。随着
收集到的物资越来越多，
她的足迹延伸到田林、右
江区、凌云、隆林、巴马等
县区的数十个偏远村屯。

这根扁担，还“挑”起
了山里娃的上学梦。遇到
孤儿或家庭贫困的失学儿
童，麦琼方总会想方设法
帮助他们上学，或者干脆
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和
自己的孩子一起养着。

同一个家：梦想从这里

出发

百色市中医医院护士
林丽艳和姐姐在麦琼方家
住过四五年时间。“那时
候，麦妈妈经常去我们村，
后来把我们接了出去。”

林丽艳回忆，最多的

时候，麦妈妈家里同时住
了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小
孩。“每天晚上打地铺，吃
饭也是一大锅米饭，大家
在一起其乐融融，就像一
个大家庭。”

麦琼方的家位于百色
市的老旧小区，86平米的
房子数十年间先后住过上
百人，有孩子也有孤寡老
人。麦琼方家最多的物品
是床、被褥和碗筷。“大门
钥匙有几十把，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不换锁，都为孩
子们留着，什么时候这都
是他们的家。”麦琼方说。

2000年，麦琼方收养
的孩子有8人同时考上大
学，大笔学费开支让她和
丈夫犯了难。“那时我经常
在家里偷偷地哭，因为实

在凑不出来这么多钱。”麦
琼方说，后来她家五兄妹
的房产证都拿去抵押，“绝
不能让孩子们辍学。”

2005年，麦琼方的丈夫
意外去世，她觉得天都塌
了。看到满屋子的孩子和老
人，麦琼方知道自己不能倒
下。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麦
琼方甚至打起了三份工。

这些年来，麦琼方收
养、资助的孩子，先后有80
多人成为大学生，有的考
上了清华、北大等名校。

播种爱：收获“聚合”

效应

麦琼方的义举影响着
人们，越来越多的爱心人
士聚拢在一起。张金华自

从3年前买了汽车之后，几
乎成了麦琼方下乡时的免
费专职司机。

麦琼方专门建了一个
微信群，下乡前在群里喊一
声，大家有人出人、有物出
物、有钱出钱。很多外地爱
心人士寄来衣物，菜市场的
摊贩也给她“最优价格”。

让麦琼方欣慰的是，
她养育的很多孩子都热心
公益，也组建起爱心网络
开展各种扶贫活动。她养
育的孤儿黄俊，高中毕业
后入伍当兵，为救掉进冰
窟窿的两个小孩付出了宝
贵的生命……

麦琼方家的墙壁上，
一张张爱心纸条满满地写
着孩子们对她的祝福。

（据新华社报道）

沐浴着深秋明媚的
阳光，10月8日，记者从额
济纳旗达来呼布镇驱车7
公里，来到额济纳旗戈壁
明珠物资供销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的驼奶产业基
地。走进基地，只见一座
座标准化母驼饲养棚圈、
饲草料储藏室、标准化挤
奶车间整齐排列，棚圈内
圈养着的上百峰骆驼膘
肥体健、驼峰高耸，阵阵
驼叫声回荡在基地上空，
让人感受到秋日的忙碌
和祥和。

“棚圈内圈养的骆驼

都是牧民托养到基地的。”
正和员工忙着为圈养骆驼
喂草料的额济纳旗戈壁明
珠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朝格图说：“我们
驼奶产业基地主要采用

‘企业+合作社+牧户’的形
式，以一年制租赁或入股
的形式将泌乳期的母驼集
中托养在基地，免费为牧
民喂养、驯化。租赁期间驼
奶、绒毛归基地所有；租赁
期结束后，母驼、驼羔仍归
牧民所有，外加每峰骆驼
每年1000元的租赁费，从
而实现了基地和农牧民的

互利共赢。”
据介绍，额济纳旗戈

壁明珠物资供销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2015年，自成
立以来，积极投身“三农三
牧”服务，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2017年该公司依托“兴
边富民行动计划”和“农牧
业产业化项目”，在该旗赛
驼场实施驼奶产业基地项
目建设，总占地面积近1万
平方米，主要由基地管理
用房、饲草料库、驼圈和挤
奶车间构成。

“建设这个基地的主
要目的是开展圈养条件下

的骆驼舍饲试验及应用，
通过基地的示范带动，转
变农牧民传统的单一放牧
观念，引导农牧民走‘放牧
+补饲’相结合的养殖路
子，探索龙头企业+农牧民
利益联结机制，最终达到
骆驼产品技术含量高端、
产业链条高端、市场价格
高端，让骆驼初级资源向

高端产业发展的目的，实
现农牧民增收致富。”额济
纳旗供销合作社副主任童
建兵说。

基地有了，租赁母驼
成了个大问题，牧民认为
骆驼应是在戈壁草原散养
的牲畜，不能圈养。如何让
牧民转变观念，把母驼托
养到基地？为此，在基地筹

备建设的时候，该公司执
行董事朝格图花了几个月
时间，开着车挨家挨户给
养驼户做工作后，勉强租
赁了几十峰瘦弱的母驼。

“牧民对圈养骆驼不
理解这是正常的，只要我
们做出成效，牧民自然会
认同的。”朝格图说。

（下转7版）

用生命实现革命诺言———黄励
“黄励牺牲时还只有

28岁，她用自己的鲜血，实
现了要把青春献给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的誓言。她的
精神鼓舞着家乡益阳人民
奋勇向前的斗志，为广大
青少年和共产党员提供源
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说起
家乡的英烈黄励，益阳市
委党史研究室业务科副科
长熊雄充满敬重之情。

黄励，1905年3月出生
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贫民
家庭。1924年考入武昌中
华大学文科，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黄
励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毕业后留校在党的建设
教研室工作。

1928年秋，黄励随瞿秋
白赴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

同盟代表大会。1929年初，
黄励随邓中夏去苏联远东
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参加第二届泛太平洋劳
动大会，会后被留在大会书
记处工作，并担任《太平洋
工人》月刊中文版编辑。

1931年10月，黄励回到
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党组
织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济
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
团书记，主要任务是营救被
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
救济烈士和被捕同志的家
属。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黄
励想方设法多方寻找可靠
的社会关系，联系社会知名

人士，聘请有正义感的律
师，组织和动员群众请愿，
向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
的斗争等，使许多被捕同志
获释出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
战期间，黄励积极参与组
织沪西日本纱厂女工罢工
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
1932年，黄励被调往中共
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冬
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
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
参与领导重建党的组织，

坚持地下斗争。
1933年春，党中央决定

调黄励到中央苏区工作。临
行前因叛徒出卖，于4月25
日在法租界被法国巡捕和
国民党军警逮捕。4月27日，
黄励被作为“要犯”押解到
南京，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
部看守所。在狱中和国民党
反动当局的法庭上，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
黄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痛斥
叛徒的丑恶行径，痛斥国民

党反动当局对日本侵略者
实行妥协退让不抵抗的反
动卖国政策、对内残酷镇压
人民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
的种种罪行。黄励坚定地表
示：“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
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
秒钟！”她用生命实现了自
己的诺言。

1933年7月5日凌晨，
黄励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
赴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
就义，时年28岁。

（据新华社报道）

黄 励

“扁担姐”麦琼方：爱与责任一肩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