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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沾土气聚人气强底气 “扶贫尖兵”一线展风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在我区脱贫攻坚第一
线，活跃着8702个驻村工
作队、35735名驻村干部。
他们深入到扶贫工作最基
层，上接“天线”寻资金、引
项目，下接地气强党建、聚
民心，成为北疆大地一道
亮丽的风景。

选育管齐推进，精兵强

将沉到脱贫一线

初冬时节，走进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
阿令朝村，一条条宽敞平
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一
排排别具一格的农家院错
落有致，湛蓝的天空和远
处的山峦交相辉映，整个
小村显得静谧而安详。

“村里的变化一时半
会儿说不完，生活真是一
天赛过一天。”村民们说，
当初用57个红手印诚心留
下有担当、干实事的驻村
干部解良，仿佛是留下了
脱贫致富的“定海神针”。

如今，这个曾因地贫、
村贫、人贫而出名，村集体
经济一穷二白，常住104
户，贫困户就有62户的小
山村，已经拥有村集体经
济固定资产280万元，人均
收入也由3年前的2600元
增长到4600元。

驻村干部既是扶贫政
策的落点，也是精准脱贫
的支点，他们就像贫困地
区的温度计一样，监测着
各个贫困村、贫困户的动
态，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提供第一手信息，是助推

贫困群众脱贫的中坚力
量。

自治区统筹整合各类
干部资源，在精挑细选的
基础上，按照人岗相适、用
当其时、才尽其用的原则，
综合工作优势、业务专长
和个人特长，选派熟悉党
群工作的干部到基层组织
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
嘎查村，选派熟悉经济工
作的干部到产业基础薄
弱、集体经济脆弱的嘎查
村，选派熟悉社会工作的
干部到矛盾纠纷突出、社
会治理水平滞后的嘎查
村，选派通晓少数民族语
言的干部到少数民族群众
聚居的嘎查村，一批批党
性强、有思路、干劲足的干
部沉到脱贫攻坚最前沿，
为贫困地区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选、育、管齐推进，激
发干部会干事活力、肯干
事动力。我区制定印发了
《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规范》
强化组织领导，解决“怎么
派”的问题；明确岗位职
责，解决“干什么”的问题；
开展岗前培训，解决“能干
事”的问题；建立完善机
制，解决“安心驻”的问题。
配套制度的出台，为提升
驻村干部的扶贫素养、发
挥扶贫“领头雁”作用提供
了坚实保障。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正是干部作风的大考场。
聚焦真扶贫、扶真贫、真脱
贫，各地各部门狠抓扶贫
实效，对工作不力、成效不

明显的干部约谈问责，对
工作成效突出的干部优先
使用。让全区驻村干部学
有榜样、干有方向、赶有目
标，激发了他们干事创业
的热情和活力。

强班子带队伍，激活党

组织的“神经末梢”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
好支部。”说起村里的变
化，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
山镇王元地村村民韩荣拍
手称快：以前村委会就是
一盘散沙，啥也发展不起
来。去年第一书记孔威一
上任，村里就有了变化。

前几年进行新农村建
设，王元地村的破旧房屋
消失了，水泥路也通到家
门口。但村民仍不满意，村
委会软弱涣散，村民没有
生财之路。

作为第一书记兼驻村
工作队队长，孔威一上任就
发现了村里问题的根源：

“村民不满现状上访告状
多，下辖的3个自然村各不
相让，竟然产生不了村党支
部书记。”“拜访”过全村51
位党员后，大家的思想统一
了：新一届村党支部从严肃
组织生活、加强组织纪律入
手，凡村里的事，无论大事
小情都要上会讨论，内容公
开。同时，所有资料档案全
部规范保管。

距离市区近，紧邻黄
河龙游湾湿地，村里还有
古汉墓遗址。立足这些资
源优势，孔威从旅游入手

搞活村经济。2018年春节
前，沉寂多年的王元地村
举办了首届年猪节，近
7000人次的游客让村民增
收20多万元。紧接着，风筝
节等一个个特色活动你方
唱罢我登场，一批批城里
游客把这个小村庄踏成了
众人关注的热土。

如今，村里有了5家农
家乐和民宿，还获得市区两
级“乡村旅游示范点”荣誉
称号。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在新一届村党支部的带领
下，以前人气涣散的王元地
村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交上一份成绩单，还
要留下一批好经验、一个
好堡垒。驻村工作队把建
强基层组织作为固本之策，
从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入手，
在配班子、强队伍、建制度
上下功夫，着力提高村级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
能，激活党组织的“神经末
梢”，使村委会真正成为服
务群众、议事决策、休闲娱
乐的中心，为帮扶地区留下
一支有脱贫真本领的“不走
的工作队”。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农村牧区党组织有了脱贫
带富的本领，干起工作底
气更足了。不少嘎查村党
支部书记表示：“即使工作
队回去了，我们也可以拍
着胸脯、挺起腰杆，带领村

民走好致富路。”

落项目抓配套，增强贫

困地区发展活力

干部要干事，驻村更
驻心。从炕头毡房到田间
牧场，这支脱贫攻坚的精
锐“尖兵”搞规划、跑资金、
落项目、抓配套，当起了村
情民意的收集员、党建工
作的指导员、经济发展的
领航员、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

以“支部+合作社+农
牧户”的方式，集体种植沙
柳5万亩，散养肉牛1000余
头，带动36户牧民建起牧
家乐，嘎查集体经济年收
入突破10万元……这是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
镇道图嘎查第一书记图布
兴驻村5年交上的成绩单。

在第一书记韩俊九的
带领下，锡林郭勒盟太仆寺
旗宝昌镇边墙村从落后的
贫困村一跃成为全旗排得
上名次的进步村，人均收入
从2012年不足2000元增长
到2017年的1.7万元，建档
立卡贫困户从2014年的164
户锐减到现在的5户。

面对村里90%以上的
贫困户是因病致贫的情
况，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
库联乡大库联村第一书记
孙利军拉来“娘家人”助

力，充分发挥内蒙古医科
大学医疗技术优势，以医
疗带动脱贫，支持大库联
乡卫生院运营，并探索建
立当地医技人员到呼和浩
特市培训、定期组织专家
坐诊、贫困户疾病转诊等
医疗扶贫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为人民，俯
身大地谋发展。几年来，内
蒙古广大驻村干部坐炕头
到地头、进牧场趟河沟，积
极推进通讯、电力、道路、
农田水利、集中供暖、嘎查
村文化活动阵地等基础设
施建设，赢得了贫困群众
的信赖支持。同时，既立足
当前帮助贫困群众渡过难
关，又着眼长远增加贫困地
区发展后劲，与当地干部群
众一起研究产业发展方向，
争取项目资金、联系帮扶企
业，一大批脱贫有保障、增
收可长远的产业项目落地
生根，有效激发了群众摆脱
贫困的内生动力。

一本本厚实的驻村日
记，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
垒，一个个面貌全新的嘎
查村庄，丈量出扶贫干部
心系发展、胸怀民生的拳
拳深情。千千万万怀揣着
热情奋斗在脱贫一线的帮
扶干部，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底气所在，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所
在。

威震“东满”的虎威将军———王德泰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从吉林省白山市
江源区北部的羊脸山
脚，拾级而上登至山
腰，一座高10米、身形
伟岸的王德泰将军雕
像便出现在视野中。将
军深邃的目光眺望远
方，四周山林肃穆，松
涛澎湃。

王德泰，原名王铭
山。1907年出生于奉天
省盖平县（今辽宁省营
口市大石桥市）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926年到
吉林省延吉县茶条沟谋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
参加抗日活动。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担任延吉县反帝
同盟组织部部长。

1932年春，王德泰受

党组织派遣，到延吉县
三道湾做争取山林队

“长江好”的工作。后任
延吉游击队小队长、中
队长、大队参谋长等
职。1934年3月，任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
立师政委。不久任中共
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
长。1935年3月，改任独
立师师长。曾指挥所部
取得攻打安图县城等
战斗的胜利。与中共东
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等，

领导创建了东满抗日游击
根据地。因作战勇猛，冲锋
在前，被群众称为“东满一

只虎”。
1935年5月，王德泰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
长。同政委魏拯民指挥主
力，向绥宁、敦（化）额（穆）
和蒙江地区远征，打通了
与第1、第5军的联系，促进
了东南满和吉东地区抗日
武装的联合作战。

1936年3月，王德泰任
东北抗联第2军军长。同年
7月，抗联第1、2军组成抗
联第一路军，王德泰任东
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

兼第2军军长。并当选为中
共南满省委委员。率部开
辟长白、临江等新游击区。

1936年11月，王德泰
在抚松小汤河战斗中不幸
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
岁。1982年10月，浑江市人
民政府在王德泰的殉难
地，为烈士修建了墓地，墓
碑上镌刻着“抗联第二军
军长王德泰将军之墓”。
1995年9月，吉林省江源县
（现为白山市江源区）人民
政府为王德泰修建了烈士

陵园，塑立了王德泰将军
塑像。

“在王德泰的身上，集
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东北
抗联将士坚定的信仰信念、
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这些精神具
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江源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龙志刚说。如今，每年都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老百姓来到烈士陵园缅怀
革命烈士。英雄精神，永存
不灭。 （据新华社报道）

王
德
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