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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聚焦难题找出路 脱贫摘帽重质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冬日的阳光照射在德
惠市烈士纪念馆，透过宽大
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尊半
身铜像肃然矗立着。他就是
冰天雪地里艰苦抗敌五年、
在黑龙江五常县壮烈牺牲
的抗联烈士王光宇。

王光宇，原名王明堂，
又名王兴。1911年出生在吉
林省德惠市岔路口乡腰窝
堡屯。早年就读于县立中
学，后转入哈尔滨省立第
一中学，积极参加进步学
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加入当地反日义勇
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5年2月后，王光宇
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第一师一团政治委员、第
二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2
月，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
联军第五军，任第二师师
长，率部转战于牡丹江东
侧，在依兰、勃利、林口地
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
成立，被选为委员、常务委
员，负责宣传工作，并任中
共第五军党委委员。随后
参与组织攻打依兰县城，
任第二纵队总指挥，击溃

敌增援部队。同年9月调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副军
长。

1938年，日军调集6万
余正规部队，对三江地区
实行分割包围，重点“讨
伐”，企图将抗联部队“聚
而歼之”。东北抗联进入极
端艰苦和困难的阶段。为
了粉碎日军的包围，5月，
王光宇和军长李延平率领
抗日联军四军主力从宝清
出发西征，经过一个多月
艰苦行军，到达牡丹江。部
队稍加休整后，又继续前
进，穿越了300多里荒无人
烟的高山、森林，趟过了泥

泞的沼泽，于7月10日到达
楼山镇附近，并迅速开展
攻击。在战斗中，击毙、击
伤敌人40多名，俘敌中队
长以下的军官7人，并缴获
很多枪支弹药和粮食。

王光宇非常关心战士，
为了解决富锦山里密营中
伤病员的吃粮问题，他亲自
率领战士冒着零下40多摄
氏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
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背粮。
王光宇总是以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激励干部和战士前

进。每当到宿营地时，他就
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和列
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闹
革命的事迹，使同志们坚定
抗战必胜的信心和革命到
底的决心。

1938年12月，在王光
宇的率领下，抗联第四军
终于到达五常县。不久，
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山与
敌人激战中，王光宇不幸
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
岁。

“抗联烈士王光宇献

身革命时非常年轻，没有
留下后人。”德惠市民政局
副局长曹希廷说，在抗日
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与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
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生
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
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
神。现在经常有社会各界
人士到德惠市烈士陵园来
参观、祭扫，抗联精神指引
我们在今天更要实打实地
触碰矛盾、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记者来到巴彦
高勒镇巴彦高勒村贫困户
孙耀庆家时，他正顶着寒
风在院里忙着喂羊。羊圈
内20多只大大小小的肉羊
个个膘肥体壮。看得出来，
主人把它们“伺候”得格外
用心。

“原来养的黑头羊一
年只产一个羊羔，去掉成
本就是白养活，一年到头
也见不着收入，后来养殖
专家建议换成澳洲白品
种，长得快、产肉率高、吃
啥也不挑。”孙耀庆喜笑颜
开地算起账：“这个羊90%
能怀两胎，一年下两茬羔，
一个羔子能卖500块钱，一
年就能收入2万块钱。”

据自治区派驻扎赉特
旗脱贫攻坚总队副队长魏
宏玉介绍，2016年以来，扎
赉特旗累计投入产业扶贫
资金3.7亿元，为全旗1.2万
户、2.9万名贫困人口落实

了扶贫产业，每个贫困户
家中都有两个以上增收项
目。但工作总队在入户调
研时发现，许多农牧民仍
然按照传统模式种养，尤
其在养殖业上，发放到养
殖农户手中的畜禽繁殖率
低、死亡率高，导致贫困户
生产效益不佳，收入大打
折扣。

“我们要转变农民的
传统种养观念，让科技引
领扶贫，让农民学会科学
种养。”自治区派驻扎赉特
旗脱贫攻坚总队队长王惠
忠说，自5月份以来，自治
区派驻扎赉特旗脱贫攻坚
总队就组织自治区、盟、旗
三级农业科技专家团队到
贫困嘎查村把脉产业发展
症结，加大农户实用技术
培训，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总队利用自身
优势，联系了内蒙古农业
大学专家教授，还有杜美

牧业养殖方面的技术人
员，对贫困户进行专门培
训，使贫困户种养殖技术
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增
强了脱贫实效。”魏宏玉
说，今年10月，工作总队组
织的“自治区政协教育界
委员智力帮扶扎赉特旗专
家讲座”在音德尔镇和巴
彦扎拉嘎乡举办，近百名
种植、养殖专业户参加讲
座。不久前队员们又前往
扎兰屯职业学院，考察了
兽医专业以及衍生的动物
医院、宠物诊治等相关专
业，协调学院在扎旗脱贫
攻坚产业扶贫、种植养殖
培训方面予以技术支持。

“自治区总队到来后，
加强了对农牧民的培训和
技术服务力度，我感觉农牧
民思想观念有了转变，脱贫
增收的信念也更强了。”兴
安盟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农
牧系副主任、内蒙古杜美牧

业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说，
经培训现在已有57户农牧
民饲养起多胎羔羊。

参加了技术培训的巴
彦高勒镇永合村贫困户李
长魁，俨然成了一名养殖
高手。“过去养羊，在品种
选择、饲料、防疫等方面欠
缺知识，总队组织的培训
让我受益很多，解决了不
少在养殖中碰到的问题。”
李长魁说，下一步，他要调
整养殖品种，做大产业，让
家人过上好日子。

除了帮助贫困户提升
科学种养水平，工作总队还
积极解决脱贫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了解到阿尔本
格勒镇木耳专业合作社存

在销售困难后，总队依托教
育系统的资源优势，与驻呼
高校联系，积极协调高校后
勤集团采购黑木耳。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已经和我们签订了订购合
同，并利用平台优势，让合
作社与学校、部队、医院等
后勤机构建立了长久的供
求合作意向，目前已售出
5000公斤黑木耳。”阿尔本
格勒镇党委书记史连福说，

“我们还准备对接7所院校，
有了高校食堂这个稳定的
销售渠道，可为黑木耳种植
户解决后顾之忧，推动产业
扶贫项目的落地生根。”

此外，工作总队经调
研对饮水安全问题提出建

议，扎赉特旗委政府迅速
行动，对196个嘎查村640
个自然屯水质进行抽样检
测，随后安排了2000余万
元的饮水安全改造项目。

“眼下工作总队队员，
都在为迎接自治区和国家
脱贫攻坚评估验收做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扎赉特旗
脱贫攻坚、脱贫摘帽工作
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
退出。”王惠忠说，他们将
围绕扎赉特旗委、政府“三
提质，三提升”任务要求，
完成对相关重点村屯的督
查工作，发挥督查职能职
责，压实各级责任，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迎接自治区
和国家的评估验收。

“移民安稳了。”从三
沱村回来，冉绍之一直念
叨着。三沱村位于重庆市
奉节县安坪乡，有1100名
后靠移民，那里是冉绍之
挂念的地方。

安坪乡是首批三峡移
民迁建试点乡，地处三峡库
区腹地，地少，山陡，石多。
村民们对政策了解不透，对
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不舍。
动迁划线，有人砍绳子；改
田改土，刚打好的炮眼被埋
上……移民工作怎么开展，

相关改革如何推进？为找到
改革突破口，时任安坪乡乡
长的冉绍之不顾严重的关
节炎和哮喘，5次带队勘察，
步行300多公里，10天走烂
一双鞋，最终决定在全乡最
穷、移民任务最重的大保三
社进行改革试点。

为做通群众的思想工
作，冉绍之一头扎进村里：
大大小小的社员大会他组
织了20多次；村民丈量土
地，他亲自拉绳子；群众不
了解补偿标准，他反复解释

说明……功夫不负有心人，
冉绍之换来了村民的理解
和支持。随着改土的第一声
炮响，搬迁工作拉开序幕，
一年后，43户村民全部搬进
了通水通电通路的新居。

大保三社改革试点的
成功，为全乡移民工作攻坚
克难奠定了基础，近4000人
的移民大乡顺利搬迁。而冉
绍之也没有闲下来，他和同
事们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
定“江边一条路、路边一排
房、房前工商业、房后种果

粮”的移民安置模式，为全
县农村移民树立了样板，并
在库区推广。

10多年过去了，无论
是在岗还是退休后，冉绍
之每年都要到安坪走走，
对安坪的变化如数家珍：
1997年脐橙开始挂果实现
丰收；村民找到了产业门
路，精神面貌变好了……
如今的三沱村，昔日的荒

山种满了脐橙，年收入达
10多万元的村民越来越
多。“多亏冉书记当年做了
长期产业规划，如今村民
人均收入超过15000元。”
三沱村村支书余胜说。

移民们感激冉绍之，亲切
地称他“冉书记”。这份信任，也
是冉绍之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2016年，安坪乡场镇因地质
安全隐患，需要搬迁重建。虽

然已经退休，冉绍之特意到
新场镇选址，仔细查勘用地
面积和地质情况。有的场镇
居民不愿意搬迁，冉绍之出面
帮乡里一起做工作。

谈到移民工作，冉绍
之说得最多的是：“迎难而
上，换条板凳坐坐，多替群
众想想，工作做得再细点，
政策讲得再透点，乡亲们会
理解的。”（据《人民日报》）

重庆市奉节县移民局原副局长冉绍之———

换条板凳坐坐 多替群众想想

投笔从戎 智勇为国———王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