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攒心
劲脱贫·长本事致富”活
动聚集本旗各方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为活跃
农村牧区经济建设，增
长农牧民知识，努力摆
脱贫困提供了持续的不
竭动力。

打捆送活动服务常

态化：改“送”为“种”

2018年，主题活动
将“三下乡”、文明共建
等服务打包成捆，推动
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为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提供内生动力。

改“送”为“种”，在
给当地群众送上“文化
大餐”的同时，也送上各
类致富科技书籍和优质
的医疗卫生服务，润物
无声地涵育着勤劳致富
的风尚。

“我们尽量给农牧
民提供全面的技术资料
和完善的农技服务，有
啥问题现场就能咨询，
技术人员经常走村入
户，和农牧民互加微信，
构成了一张服务网，种
养殖问题都能及时解
答”，水产技术员贾振荣
介绍说。

活动中还加入了表
彰大会，对脱贫致富示

范户、创业脱贫户、致富
带头人、脱贫攻坚好支
书好村长、脱贫攻坚驻
村干部和帮扶干部、旗
级十星级文明户进行奖
励。

今年早春，活动的
“开场秀”在红庆河镇举
行，该镇成特宾苏莫村党
支部书记张丽早早到场，
为村里发展寻找路径的
她，在对农牧局、科技局、
民政局、农商行等几个关
键部门挨个咨询一圈下
来，心里画出了一张发展
图。

“政策鼓励土地流
转，整合闲置土地搞规模
种植比较靠谱，村集体能
增收，还能帮贫困户解决
就业”，张丽说。

很快她争取到项目
资金100多万元，整合农
耕地1000亩种植红高粱
和紫花苜蓿，为500亩订
单红高粱配套了节水灌
溉设备，又成立了一个大
型机械服务队。优先雇用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人均
创收1万多元。

秋收后，村集体可创
收35万元左右。钱怎么
花？张丽谋算：20%帮扶
困难户、残疾户和大病户
基本生活保障，10%帮助
有劳力的贫困户发展产
业，5%资助贫困户的学

生上学，其余的作为村集
体发展的“滚动资金”。

“参加好活动，学了
新东西，直奔好日子。”张
丽笑得很灿烂。

对口“菜单”应季“上

菜”：变“烩”为“精”

一长排的临时服务
台，容纳了文化局、农牧
业局、卫生局、社保局、公
安局等20多个单位，都干
得热火朝天。

“我们给贫困户提供
了200多个岗位，酒店、物
业、超市都有。一会儿还
要现场培训，让我们单位
包联的阿日雅布鲁村的
贫困户到附近的柳编加
工厂学习，提升脱贫技
能。”伊旗就业局副局长
曹俊伟一边忙着给咨询
的农牧民回答有关政
策，一边插空给记者介
绍说。3场集中活动中，
伊旗就业局累计发放小
额创业贷款200多万元，
惠及40多户农牧民，让
70多个农牧民找到了合
适的就业岗位。

活动的最大亮点是
菜单式内容，每季有主
题，时时有服务。

以 乡 镇 集 市 为 依
托，充分发挥“三下乡”
成员单位和各级文明单

位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
示范作用，冬季春节

“送文明”“送温暖”、春
耕备耕“送技术”“送物
资”、农闲时节“送健
康”“送文化”、秋收时
节“送信息”“送服务”。

“照单上菜”成为“点单上
菜”，变“一锅烩”为“精品
菜”，群众满意，活动成效
明显。

为了解决农牧民资
金周转困难的问题，活
动特别将伊金霍洛农村
商业银行列为脱贫攻坚
的关键支持力量。该银
行依托“金融扶贫富民
工程”，不断加大“金融
扶贫”贷款总量，通过扶
贫贴息贷款的支持，为
贫困家庭送上了源源不
断的金融活水。

家贫送智慧人穷志

不短：从“扶”到“立”

“在扶持树壕村四社
贫困户兰候平发展散养
鸡的过程中，他前怕狼后
怕虎下不定决心。‘狼’是
鸡养多了疫病难防，‘虎’

是鸡肥了蛋下了卖不出
去。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我多次带他去散养鸡成
功户考察，回来后再和
他面对面算细账；还带
他去专业养鸡场观摩学
习，购买抗病力强的青
年鸡做鸡苗；并利用微
信朋友圈发广告等多种
办法，帮助他寻找本地
鸡和鸡蛋的销路。在我
的鼓励和帮助下，兰候
平上手了，2前年和去年
的养鸡收入达5000元和
7500元。”

台上的云祺讲得绘
声绘色，下面的群众听得
津津有味，掌声热烈。云
祺是札萨克镇树壕村的
第一书记，也是此次活动
中受表彰的“脱贫攻坚驻
村好干部、优秀帮扶干
部”。

“现在的扶贫政策
越来越好了，对贫困户
的帮扶力度也越来越
大。但大家要明白一个
道理，政策再好，也不能

‘等靠要’，我就是凭党
的好政策、政府的帮扶
和自己的实干，才摘掉

了‘贫困帽’，过上了好
日子……”活动现场，创
业脱贫户白建雄向村民
讲述着自己的脱贫经
验。他的脱贫故事让在
场的每一个人都备受鼓
舞。

“说个人的真事最
打动人，台上人讲的事，
我听得心怦怦跳，咱哇
不能干？”听完白建雄的
现场讲述后，村民王玉
莲眼里闪着泪花说。

在活动现场，村民
们一边倾听，一边相互
交流，想到一起了———
不要管自己是不是贫困
户，都要好好听听别人
的“脱贫致富经”，激发
干劲儿，争取早日走上
致富路。互学互看互促
的活动目的看样子是达
到了。

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不少、一户不落”，必
须要做到攒心、长本事，
伊旗正在开展的这项活
动，焐热了农牧民的心，
贫困户头脑开启了，手
脚开动了，精准脱贫的
梦想大门，正被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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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扶智+扶志”扶起精气神
文/《内蒙古日报》见习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张晓艳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每年开学季，我们
都会组织学生走进纪念
馆，告诉孩子们出自我
们家乡的英雄李翔梧是
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并为
之努力奋斗的。”河南省
洛宁县底张乡翔梧小学
校长韦贝克说。

李翔梧，1907年 8月
生，河南省洛宁县人。
1921年，考入洛阳河南省
立第四师范，1923年转入
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5年秋，李翔
梧奉党组织派遣到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经曹靖华夫妇介
绍，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生、共产党员刘志敏结

婚。
1929年秋天，李翔梧

夫妇回国，在上海做党的
地下工作。1929年，李翔

梧作为介绍人之一，发展
国民党西北军25师参谋
长张克侠为特别党员。
1930年4月，李翔梧奉党

中央委派到安庆巡视党
的工作。他针对安庆地区
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解决办法，及时纠正了
安庆地区某些党组织领
导人存在的右倾和“左”
倾盲动倾向。

1931年夏，李翔梧奉
命到中央苏区工作。相继
担任红5军团40师政委，
13军政治部主任，14军政
委，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
长、宣传部长等职，参加
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
三至第五次反“围剿”战
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时，李翔梧留

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
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在异常艰难的战争
条件下，他起草了《中共
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
讨论提纲》《巩固我们的
部队》等文件，指导留守
部队坚持斗争。

1935年3月，部队在江
西会昌的天门嶂被敌人
包围。突围中，李翔梧身
负重伤。紧急关头，他毅
然推开身边的战友，坚持
留下来掩护部队突围，

“同志们，不要管我了，为
了苏维埃，你们勇敢地前
进吧，中国革命一定会胜
利的！”战斗中，李翔梧壮

烈牺牲，时年28岁。
为纪念英雄李翔梧，

李翔梧家乡的中高村小
学于1985年改名为翔梧
小学，并于2017在翔梧小
学旧址之上建成了底张
革命老区纪念馆，展现李
翔梧等多位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

据了解，自开馆以
来，纪念馆在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及廉政教育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进馆参
观的单位、团体和各界人
士络绎不绝，今年以来来
此参观学习的人数已超
过1万人次。

（据新华社报道）

李翔梧：“为了苏维埃，你们勇敢地前进吧”

李翔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