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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2018年7月27日，苏尼
特左旗被自治区人民政府
公告退出自治区贫困旗
县，正式摘掉“贫困帽”。

消息传来，广袤的探
马赤草原沉浸在脱贫攻
坚战的胜利喜悦当中。但
身为扶贫办主任，海鹰在
兴奋之余有着更多的思
考。

他说，摘掉“贫困帽”
是对我们这几年工作的肯
定，表明苏尼特左旗通过
奋力冲刺，取得了脱贫突
围战的胜利。首战告捷，不
代表全盘制胜，退出贫困
旗县行列，标志着我们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道路上重新启航。

产业扶贫，脱贫路更

宽

“牛的膘情越好，贫困
户的分红就越多。”苏尼特
左旗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满都拉图
镇达日罕锡力嘎查长格希
格都仁在牛圈里边忙碌，
边对记者说。

2017年，苏尼特左旗
针对牧区产业扶贫模式较
为单一、牧民经营理念陈
旧的情况，为了让扶贫和
扶志、扶智相结合，积极探
索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模
式。这一模式的运行当中，
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结合锡林郭勒盟“减羊
增牛”战略，用165万元的

项目资金和50万元的自筹
款购进了200头西门塔尔
牛，通过“合作社+牧户”资
产收益扶贫模式，进行良
种肉牛规模化养殖，当年
为满都拉图镇的55个贫困
户每户分红3000元。

今年，查干哈达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的养殖规模
达到了400多头牛，秋季出
栏了100多头牛。

2014年以来，该旗在
脱贫攻坚战推进当中，累
计投入扶贫资金8561万
元，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
策，大力推进“点菜式”产
业扶贫，坚持把激发贫困
人口内生动力作为产业扶
贫的主攻方向，采取“政府
备菜、贫困户点菜、部门端
菜”模式，以住房、棚圈、基
础母畜、网围栏、安全饮水
工程为重点，推出5大类18
项扶贫项目“菜单”，贫困
户根据生产生活实际需求
和自身发展意愿自主选择
扶贫项目，累计扶持贫困
人口369户1147人，有劳动
能力贫困户实现了产业扶
贫项目全覆盖。

同时，充分发挥扶贫
龙头企业及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
作用，肉食品加工企业给
予贫困户出栏加工羔羊补
贴30元/只、大畜300元/头，
将贫困户纳入畜牧业专业
合作社，以草场、劳动力、
扶贫资金等生产要素入
股，实现了有劳动力的有
产业，无劳动力的有分红。

干部帮扶忙，牧民脱

贫快

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
镇巴彦昌图嘎查距旗政府
所在地满都拉图镇有150
公里，且有40多公里的沙
地路，没有好一点的越野
车，想都别想去到这里。

11月末，记者一行整
整赶了3个多小时，来到巴
彦昌图嘎查。对我们来说，
走一次就感觉艰难无比的
这条路上，斯日古楞整整
跑了4年。

斯日古楞是苏尼特左
旗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
也是巴彦昌图嘎查的第一
书记。“有一次，我们下车
开了58个铁丝网的门，陷
了18次车，才把嘎查的贫
困户走访了一遍。”他略显
无奈地笑着说。

刚照日格家是斯日古
楞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2014年以来，斯日古楞想
方设法，为他家争取项目、
引导发展产业，使刚照日
格家人均收入由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时的1162
元提高到2016年脱贫时的
4017元。刚照日格说，今
年，我们一家三口人均收
入上万元不成问题。

为了尽快摘掉穷帽
子，让困难群众过上幸福
的日子，苏尼特左旗建立
推行了“常委联系、处级包
联、科级指导、‘第一书记’
派驻”四级联动工作机制，
由旗委常委分别联系7个

苏木镇，26名处级领导每
人包联1至2个嘎查，49名
旗直部门主要领导下派嘎
查具体指导，49个扶贫工
作队、49名“第一书记”派
驻49个嘎查，确定了全旗
91个定点帮扶单位和282
名“一对一”帮扶责任人，
制定出台了驻嘎查扶贫工
作队及成员考核工作方案
和“一对一”帮扶责任人考
核工作方案等管理办法，
以鲜明的态度、坚定的决
心、有力的举措，推动帮扶
责任到人，精准措施到户，
形成了上下一心、合力攻
坚的浓厚氛围。

如今，像斯日古楞一
样的扶贫干部们洒下的辛
苦汗水结成了脱贫攻坚主
战场上的累累硕果，贫困
户的幸福指数得到了节节
攀升。

小康社会，我们结伴

来了

如果不是之前听了嘎
查第一书记通拉嘎的介
绍，在走进苏尼特左旗达
来苏木额尔敦敖包嘎查格
日勒巴特尔家那一刻，很
难让人相信他家是贫困
户。三间砖结构的房子，里
面的摆设也充满了现代气

息。
“2014年，政府给了我

家30只母羊，嘎查给了50
只母羊，还给我们新建了
住房，2017年政府给盖了
暖棚，今年又给我们打了
机井……”细数着这几年
政府对自家的帮扶，格日
勒巴特尔和妻子车日玛感
动不已。他说：“现在家里
已经有170只羊，秋季出栏
了76只，每只平均卖了640
元，收入比去年增加了近1
万元，我家摘了穷帽子不
说，小康生活也有奔头
了。”

格日勒巴特尔家是苏
尼特左旗所有贫困户的一
个缩影。2014年以来，苏尼
特左旗累计建档立卡贫困
户423户1277人中稳定脱
贫416户1260人，10个贫困
嘎查全部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5.6%下降到0.09%。

“当前，我们扶贫工作
的重中之重就是巩固已取
得的成果，杜绝贫困户发
生返贫的问题。”海鹰深有
感触地说。为此，苏尼特左
旗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
开展了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及“回头看”工作，对牧区
常住人口4368户15590人
进行2次靶向摸排和信息
采集，逐户分析研判确认，

切实做到了应退尽退、应
纳尽纳、应扶尽扶。

“如此好的政策下，再
脱不了贫困，就太说不过
去了。”采访结束时，格日
勒巴特尔满怀信心地道
出了苏尼特牧民们的心
声：小康社会，我们结伴
来了。

记者手记：在海鹰的

办公室，记者见到了一面

写有“精准扶贫惠民生、脱

贫致富谢恩情”的锦旗。落

款是，苏尼特左旗巴彦淖

尔镇额勒苏图宝拉格嘎查

全体牧民。记者感受到了

苏尼特左旗牧民不等、不

靠，懂得自强和感恩的精

神面貌以及脱贫攻坚必胜

的信心。在摘掉贫困帽后，

苏尼特左旗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集体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牧民

变股东，提高牧民在产业

链、利益链、价值链环节的

增值收益，提升嘎查集体

经济减贫扶贫能力，加强

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力

争让全旗所有牧民和贫困

彻底说再见。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路

上，苏尼特左旗以攻城拔

寨的信心，步步为营，开启

了牧区全面振兴的新篇

章。

一个马鞍和一条木
板，这是周建屏留在故居
仅有的遗物。这座故居5年
前翻修，列为云南省宣威
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曲靖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
都会有众多学生及干部群
众前来参观。

“你们替我转告官兵
和民众，要抗日到底……”
这是周建屏最后的遗言。
戎马倥偬30年，周建屏先
后7次负伤。由于艰苦的
战争环境和频繁的转战、
作战，最终旧伤复发不治
去世。但他的英雄事迹，
却如一座丰碑，激励着后
人。

周建屏，祖籍江西金
溪，1892年生于云南宣威。
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
并加入云南新军，先后参
加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以及讨伐陈炯明叛乱。
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进入
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北伐
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
入朱德军官教导团。

大革命失败后，周建
屏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
被党派遣到方志敏领导
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
后被任命为红军团长、师
长。1934年2月，周建屏参
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10月中央红军开始
长征，周建屏率红7军团
第24师掩护主力红军离
开苏区后，留在根据地坚
持游击战争，1936年到达
延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后，周建屏任八路军第115
师343旅副旅长，率部开赴
晋东北抗日前线，参加平
型关战役。后率部挺进五
台山至河北阜平一带，发
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以聂荣
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
晋察冀军区成立，周建屏

任晋察冀军区4分区司令
员，并奉聂荣臻司令员的
命令，扩大与整编部队。不
久，他率部参加晋察冀根
据地粉碎日军“八路围攻”
的战斗。1938年4分区司令
部迁至太行山东麓的河北
平山县小觉镇。周建屏率
领分区机关和部队，在日
伪军残酷的“封锁”“分割”

“扫荡”和“蚕食”的极端困
难条件下，宣传群众，支持
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帮助
地方发展生产，建立抗日
民主政权，动员群众踊跃

参军，建立地方抗日武装，
壮大我主力部队，开创和
巩固了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13日，周建
屏旧伤复发不治去世。当
地群众在太行山上的小觉
镇为他建起一座烈士墓。
日军先后3次扫荡小觉镇
时炸毁周建屏烈士墓，可
是群众又3次修复起烈士
墓。新中国成立后，周建屏
的遗骨移葬于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

今年是周建屏牺牲80
周年，他68岁的外孙女周

荣带着88岁的母亲，已经3
次前往小觉镇。“他是英
雄，了不起的英雄，为了革
命牺牲了一切。作为后代，
我们要向他学习。”周荣准
备明年再去周建屏烈士墓
瞻仰。

宣威市倘塘镇文化广
播电视服务中心主任丁惠
仙说：“周建屏是我们家乡
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
我们都感到很自豪，他是
我们宣威的一位榜样、一
位英雄。”

（据新华社报道）

冲刺 突围 启航
———来自苏尼特左旗脱贫攻坚战一线的报道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相恒义 巴依斯古楞 陈春艳 赵 丹

周建屏：戎马一生 抗日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