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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个村 影响一群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郝雪莲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张 旭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2018年8月2日，杭锦
旗塔然高勒管委会乌定补
拉格村发生一起水库地界
纠纷，因双方争执互不相
让，村民谢大娘跳入水库。
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只见
一个中年人衣服都没顾上
脱就跳进了水里，拽住老
人的胳膊救起了跳水者。
这中年人就是鄂尔多斯市
经信委驻乌定补拉格村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哈斯其劳。事后谢大娘的
儿女给哈斯其劳送来书有

“父母之恩无以为报 救母
之恩大于天”的锦旗。救人
的事迹在广大农牧民中被
传为佳话。

“我感觉救人这个事
也不算个啥事，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也是驻村第一
书记，救人，是我第一反
应，当时心里只想救人，没
想那么多。”哈斯其劳不好
意思地说。

驻村8个多月来，哈斯
其劳始终以增加农牧民获
得感为出发点，修路打井、
产业发展等等有关农牧民
利益的事，他都尽一切努
力，争取办成办好。如今，
乌定补拉格村发展有思
路、产业有支撑，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自从来了哈书记，村

支部有了主心骨

2018年3月，42岁的蒙
古族汉子哈斯其劳来到乌
定补拉格驻村，此时他除

了市经信委办公室主任的
身份，又拥有了一个新的
身份———乌定补拉格村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第一天来到乌定补拉
格村他就获知：该村地广
人多，贫困户多。主导产业
为传统种养殖业，村大部
分面积地处丘陵沟壑区，
常年干旱少雨，生态环境
脆弱，人均草场和耕地面
积少，农牧民人均收入和
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全旗平
均水平，是杭锦旗贫困人
口最多的地区。

驻村工作看似平凡，
却千头万绪，怎样开展好
工作？如何更好服务基层
一线的农牧民？是摆在哈
斯其劳面前的一个重点和
难点。为高效开展工作，他
不断加强驻村工作队内部
管理，和村“两委”形成合
力，共同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鉴于乌定补拉格村面
积大、贫困户多的实际情
况，他将各项工作任务进
行精细化分工，形成了“全
村一盘棋，分工不分家”，
紧急任务齐出动、常规任
务各担当的工作模式，充
分锻炼了驻村工作队员个
人作战能力和团队之间的
分工协作能力，双管齐下，
既搞好了各项驻村工作，
又提升了个人能力。同时，
创新工作方法，破解发展
难题。首先是为破解档案
资料过多且不便高效利用
难题，他结合工作实际，利
用互联网云盘的模式，首

创了一套高效、节约、环
保、科学的工作档案管理
新方法。通过云盘的应用，
队员们可随时随地通过电
脑、手机查阅、共享资料，
实现了“一个云盘、全员共
享、随地调阅”的“口袋档
案”模式，既方便了工作，
又提高了办公效率。其次，
建立了“一事一纪实”的工
作方法，要求每位队员将
每件工作或每日工作完成
情况写入统一纪实模板
中，并分类上传至云盘目
录实时更新，做到工作互
通，信息共享，随时随地查
阅和提取资料，实现工作
方式的创新，大量地节约
了时间和精力，让驻村工
作队员们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聚村头、坐炕头”，深
入田间地头面对面走访了
解农牧民生产生活情况，
感受和了解他们最真实的
想法和真正需求。

好口碑不是喊出来

的，是干出来的

在艰苦的工作环境
下，哈斯其劳把驻村工作
视为历练自己的一次机
会，以此激发自身干事、创
业的活力和激情。

因自然环境恶劣，村
内道路崎岖难行，雨天更
是泥泞险阻，走访入户时
车辆经常在风雨中深陷泥
潭，甚至数次遭遇险情，但
是群众的事无小事，驻村
以来，他带领队员们累计

入户走访480余次，积极宣
传十九大精神和精准扶贫
等相关政策。先后为贫困
户办理了一批符合自身发
展实际的产业扶持项目。
帮助村里老、弱、病、残等
特殊户解决了一批实际困
难。真正沉下心、俯下身，
集中精力为农牧民办了一
些实事、难事、好事，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
了驻村包联作用。

因村情复杂、草牧场
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较
多，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成
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驻
村以来他带领驻村工作队
协助村委小到调解村民家
庭矛盾，大到参与化解集
体土地纠纷事件，共参与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余
件，群众对他这个从市里
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了更
加深刻的印象，受到了村
民们广泛赞许和认可。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提起工作队，
村民和贫困户总是津津乐
道，就连老支书周根不止
一次的竖起大拇指，称赞
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
队伍。乌定补拉格村是杭
锦旗重点贫困村，扶贫紧
急任务和接访调研多如雪
片，队员们往往需要兵分

几路开展走访入户、摸底
排查、完善档案、动态识
别、社员评议等各项工作，
时常加班加点，虽然工作
压力大，但每次都能保质
保量按时完成，扶贫工作
屡次得到管委会和上级有
关部门的肯定。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

汗水，他把农村当成了家

村里条件虽然艰苦，哈
斯其劳却从不喊苦喊累，他
把这里当作他的家，一心只
想为农牧民多做点事。周末
到了，难得回一次家，刚踏
进家门，6岁的女儿抱着爸
爸不放手，生怕爸爸再跑
了。刚脱了鞋准备坐下，电
话响起，明天上级到村里检
查工作，要准备检查材料。
本来说好了周末陪孩子，但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命令就
是军令。哈斯其劳二话不
说，开车回了村。

乌定补拉格村留守老
人多，收入来源仅凭靠天
吃饭的传统种养殖业，想
要实现增收致富达小康的
目标，就必须改变这一现
状。怎么快速引进小产业
来搞大扶贫？哈斯其劳一
度陷入了思考。经过多方
打听，在今年4月的一天，

他获悉锡林郭勒草原黑蘑
种植项目比较符合乌定补
拉格村实际情况，就马上
有了将草原黑蘑引进乌定
补拉格村的初步想法。在
与管委会、村委有关负责
人商议后，远赴锡盟考察
草原黑蘑种植项目。通过
实地学习、观摩，详细了解
黑蘑种植的周期、工序、成
本等细节，并与当地公司
就菌种引进、厂房建设、设
备购置、市场运作等合作
展开洽谈。经多方努力后，
草原黑蘑菇种植项目成功
落地乌定补拉格村。为确
保首批黑蘑种植的成功，
他带领驻村工作队专门打
造了两间示范蘑菇房，进
行示范种植和技术培训指
导，同时引入现代科技手
段，远程监测温度、湿度。
蘑菇基地和3户贫困户试
种成功后，越来越多的农
牧民纷纷表示要参与下一
批的草原黑蘑种植，至此，
成功实现了从“输血”扶贫
到“造血”脱贫的转变。

哈斯其劳说：“当我们
若干年后回忆往事时，脱贫
攻坚战的胜利有我们付出
的心血和汗水，乌定补拉格
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有我们做出的贡献，
我们此生不会遗憾。”

在浙江宁波镇海的
寿昌公园内，竖立着一座
半身铜像，鼻梁上架着圆
圆的眼镜，深邃的目光望
向远方……他就是革命
烈士陈寿昌。他用短暂的
一生实践了“身许马列安
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
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
胆照人间”的庄严誓言。

陈寿昌，1906年11月
出生于浙江镇海。1922年
离开家乡先后来到武汉、
郑州，进入郑州电报局工
作。

1923年2月，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期间，陈寿昌
积极参加组织电报局职
工声援铁路工人的斗争。
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

入低潮，陈寿昌从郑州转
到武汉电报局从事工人
运动，坚持革命斗争，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在李立三、刘
少奇的指导下，陈寿昌发
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
北伐军胜利进军，参与组

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陈寿

昌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
中央机关秘书、中共上海
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
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共上
海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
秋，到中共中央特科做情
报和党的地下组织联络
工作，为保卫党中央领导
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做
出了贡献。

1929年，陈寿昌被派
到苏联学习，不久回国，
继续在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
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
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
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
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周

恩来、陈云、聂荣臻等中
央领导的果断指挥下，陈
寿昌和其他同志日夜战
斗，抢先采取有效措施，
保卫了中央机关和中央
领导同志的安全。

1931年12月，陈寿昌
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
据地工作。1932年1月，参
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央苏区执行局，任党团
书记、主任，1933年2月任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3
年7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
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
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同年6月兼任红十六
师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后，陈寿昌受
命于危难之际，留在中央
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在反动派到处悬赏捉拿
他的极其艰苦、险恶的
斗争环境中，陈寿昌带
领红十六师在湘鄂赣边
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
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
长征。

1934年11月，陈寿昌
率部在湖北崇阳、通城之
间的老虎洞与国民党军
遭遇，不幸身负重伤，在

崇阳县河坪村壮烈牺牲，
时年28岁。

为纪念陈寿昌烈士，
1992年，浙江宁波镇海区
委、区政府建造了寿昌公
园，并在公园内修建了陈
寿昌烈士纪念馆、纪念碑
和陈寿昌烈士的半身铜
像。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
陈寿昌烈士纪念馆进行
了多次修缮维护，目前已
是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
基地，镇海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青少年德育教育基
地。 （据新华社报道）

党的忠诚卫士陈寿昌

陈寿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