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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托起贫困群众“小康梦”
———我区14个贫困旗县脱贫“摘帽”综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范筑先：铁血将军守土有责

冬日的赤峰市林西县五
十家子镇东边墙村扶贫移民
新村房舍亮丽、道路平坦、环
境整洁，“易地搬迁+光伏产
业”扶贫模式不仅让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还让村民坐在
炕头上就有一天9元钱的收
入。

“实”字当头，让林西县
啃下了脱贫攻坚“硬骨头”，成
为全区第一个实现“摘帽”的
国家级贫困县。

7月27日，自治区政府发
布公告，宣布经旗县申请、盟
市初审、自治区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核查、第三方专项评
估，乌兰浩特市、阿巴嘎旗等
13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退出
贫困旗县序列。

林西县和13个区贫旗县
先后“摘帽”，使我区贫困旗县
数量首次实现净减少，在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上迈出了
关键一步。这份闪亮的成绩
单背后，折射出贫困地区在
脱贫道路上的不懈努力与探
索，展示了全社会齐心协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与信
心。

立足产业提高脱贫能

力

夕阳下，锅撑子山下的
林西德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热闹
非凡，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鸡
叫声，240万只扶贫“金鸡”陆
续产蛋。这些鸡蛋的蛋壳上
有品牌、生产日期和农场追

溯码，最大程度确保了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项目全面
达产后，能带动周边3个乡镇
25个贫困村养殖蛋鸡。

除了带动养殖，林西德
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林
西县实施“金鸡扶贫计划”的
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带动贫困
户就业，让贫困人口获得劳
务性收益。随着项目投产运
营，一批批员工相继上岗，这
些员工侧重于从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户或困难人员中录
用。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
业。已经“摘帽”的旗县，无一
例外地把产业扶贫摆在核心
位置，通过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形成“穷人看能人、能人盯
项目、项目贴市场、市场引资
本”的良性循环，推进农牧业
产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河
套电子商务产业园里，每天
都有大量农副产品通过互联
网销往全国各地，农畜产品
快递日均出货量超过1000
单。借助互联网，五原县的农
畜产品不但卖出去了，还卖
出了好价钱，很多贫困户通
过互联网搭上了“致富快车”；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采取
“贫困户先行建设、政府验收
合格、资金直补到户”的方式，
最高给予每名贫困户1.5万元
产业发展补助，利用奖补资
金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享
受分红，实现了产业扶贫全
覆盖；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推出
种植、养殖、旅游、水产、光伏、
商贸、沙产业等7大类28项扶
贫产业菜单，列出自建直补、
集体经济+贫困户、合作社+
贫困户、龙头企业+贫困户、
财政项目+贫困户、就业创业
等6种扶持模式，确保每一个
产业扶贫对象都有一项合适
的产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保
障……

特色种养、农牧业观光、
精细加工等产业蓬勃发展，
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找到了
一把金钥匙。立足贫困地区
特色和实际，找准产业链条
对接点，健全产业利益联结
机制，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
提高了，曾经“戴”了几十年贫
困帽子的旗县呈现出一片生
机。

“志智”双扶激发内生

动力

刚刚吃过早饭，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巴音布拉格嘎查
的牧民敖特更巴特尔就坐不
住了，匆匆收拾了一下便赶
往塔然高勒管委会。在管委
会的会议室里，“脱贫致富之
星”表彰奖励活动就要开始
了。

经过评比，管委会辖区
内的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拿
到了“自强不息脱贫致富家
庭”荣誉奖牌，还获得1000元
的现金奖励。

领奖后的敖特更巴特尔
激动不已：“我以前过的是借

钱还不上、房子盖不了、村民
瞧不起、媳妇找不上的日子。
2016年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来，帮扶干部为我制定
了符合实际的帮扶措施，如
今不仅养上了奶山羊，还住
上了新房，清了借款，娶到媳
妇成了家。现在我心情舒畅，
思想也转变了，从贫困户变
成了勤劳致富带头人，对美
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经过政府帮扶和自身
努力，这些贫困户逐渐摆脱
了贫困，激发了奋斗的激情，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我
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引导广大贫困群
众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坚定
致富信心，唱响勤劳致富主
旋律。”表彰活动的组织者
说。

思想一变天地宽。要从
根本上摆脱贫困，除了解决
群众迫切的生产生活之需，
寻找增收致富的门路，更要
注重有针对性地扶志与扶
智，抓思想观念转变、知识层
次提升、精神面貌改变。只有
致富动力和致富能力“双激
活”，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才能激发出来。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要在“摘帽”时快人一步，
需依靠贫困群众自己的辛勤

劳动和努力，既要“富口袋”，
也要“富脑袋”。只有外部“输
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
贫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
固“输血”的成果，才能彻底拔
除穷根、消除贫困。

聚焦精准形成多方合

力

“哪儿有产业往哪儿搬，
哪儿有收入往哪儿搬，保证
让你搬了之后有活干、有钱
赚。”正是当初听了扶贫干部
的这席话，李树民才和林西
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的大多
数村民一样吃了“定心丸”，下
定决心搬迁。

“我和内蒙古佰惠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甜菜
种植合同，一年下来，光卖甜
菜就让我家的人均收入超过
了1万元，不搬哪能有这好事
儿。如今不仅顺顺当当脱了
贫，还能奔着致富去。”搬到新
家后，李树民越发觉得易地
扶贫搬迁真让他挪了穷窝。

当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
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脱
贫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搬
迁容易，怎样避免住新房、受
旧穷是重要一环。林西县结
合致贫原因及迁入区的资源
现状，推行“易地搬迁+光

伏”“易地搬迁+设施农业”
“易地搬迁+产业园区”“易
地搬迁+旅游”等模式，建集
中安置区41处，实现住新院、
营新产、赚新钱。

无论回溯历史，还是着
眼现实，只有精准击破各种
各样的致贫原因，打出“组合
拳”，构建多重保护网，形成
上下联动、横向联合、齐抓共
管的格局，才能让每个贫困
户都享受到扶贫红利。磴口
县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
覆盖，组织县、乡、村三级医
务人员近百人组成26个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与2732户贫
困户签约，并与公共卫生服
务有机结合，建立针对贫困
户的健康档案，为贫困户撑
起了健康扶贫“保护伞”；乌
兰察布市丰镇市对有发展
愿望的贫困户，实行免担
保、免抵押政策，解决贫困
户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和扶
贫龙头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金融扶贫让贫困户有了脱
贫的“第一桶金”。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摘帽”不是最终目标，在脱
贫攻坚这场战役中，我区还
要加大对剩余贫困人口的
帮扶力度，继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确保全面完成
攻坚任务。

河北省馆陶县范筑先
纪念馆内，两排红色大字“杀
敌挺身甘一死，裹尸还葬足
千秋”映入眼帘。一座范筑先
的石膏塑像巍然屹立，500多
平方米的纪念馆内，影像、图
片、文字等讲述了范筑先光
辉的一生。

范筑先，1882年出生，
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
历任炮兵营长、补充团团长、
第8旅旅长等职。1931年回山
东，先后任第3路军参议、沂
水县县长、临沂县县长。1936

年，任山东省第6区行政公署
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县县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范筑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
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先后
组织建立了多个县的抗日
政权和抗日武装。1938年，
为策应武汉会战，先后两
次组织部队攻击驻守在济
南的日军。

1938年11月初，毛泽
东专门派人给他带去亲笔
信，对其表示慰问和嘉勉。

11月14日，日军进攻聊城，
范筑先率部抗击，700多名
将士大部分战死。次日，聊
城被日军占领，范筑先宁
死不当俘虏，举枪自尽。

范筑先牺牲后，国民
政府特令褒扬，追晋范筑
先为陆军中将。中共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了敬悼抗日
英雄范筑先先生的时评，延
安中共中央《解放》周刊发表
了纪念文章《哀悼民族老英
雄范筑先》。馆陶县政协文史
办原主任刘清月从事范筑

先研究30多年。据他介绍，当
时日军主力踏上齐鲁大地，
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可年
近六旬的范筑先却没有撤
退。范筑先曾说，大敌当前，
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
走，何颜以对全国父老？范筑
先在战斗中奋勇杀敌，身负
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1988年，为纪念范筑先
殉国50周年，山东省聊城市

在范筑先殉国的地方修建
了范筑先纪念馆。2009年，范
筑先的家乡河北省馆陶县
的范筑先纪念馆建成，县内
一条新修建的街道被命名
为筑先路。每年清明节等节
日，该县都组织中小学生、机
关单位工作人员来此开展
纪念活动，每年游客达到2万
人次。

范筑先的后人范小云表

示，祖父当年为了守卫一方
领土，牺牲自己生命，自己将
时刻以祖父为榜样，在工作
岗位上更加努力，用自己的
行动让周围人生活更美好。

馆陶县是中国粮画之
乡、中国黄瓜之乡。范筑先当
年的奋斗精神，依然被馆陶
干群不断学习传承，今日的
馆陶正以全新的面貌，迅速
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