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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工作总队真暖心！”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钱其鲁

“今年能过个亮堂年了。
老伴儿赵瑞海前几天就说赶
上了好时代，享受到这么多
的好政策。”日前，自治区派
驻杭锦旗脱贫攻坚工作总队
下乡入户走访时，57岁的贫
困户温秀英笑呵呵地说。

2018年12月5日，温秀
英家通了电。电力部门专门
为她家拉了近两公里的供
电线路，加上变压器等，总
投资达20多万元。“来年，她
家20多亩土质好的地都能
抽水灌溉了。老两口很勤
快，不等不靠，还养了猪羊，
以后啊，不但稳定脱贫没问
题，过上小康生活也不是什
么难事！”塔然高勒党工委
书记王俊峰说。

温秀英家的变化跟工
作总队的督导密不可分。
2018年10月，自治区和鄂尔
多斯市专项督查组督查后
指出，杭锦旗部分村组未通
网电，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和脱贫攻坚进程。工
作总队对此持续跟进，加强
督查，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

“对于在督导中发现的各种
问题，我们紧抓不放，责任到
单位、到人，问题得不到整改
决不放松。”工作总队队长杜
钢峰掷地有声地说。

旗供电局局长赵飞说：
“由于历史原因，杭锦旗部分
地区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近
两年，供电局已经做了为这
些村组通网电的规划，但是
从立项到招投标到施工，一
般都需要两年时间，而且由
于施工量大、难度大，在具
体施工中可能存在个别村
组进度稍慢的问题。我们诚
恳接受督导意见，冬季也不
休息，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
度。”据介绍，仅塔然高勒，
2018~2020年，电力部门共将
投资8800多万元，解决200多
风光互补用户转网电供电、
150个贫困户动力电问题。

工作总队一到杭锦旗，
便积极与杭锦旗旗委、政府
及扶贫办等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对接，了解当地实际和
工作开展情况。并以最快速
度沉下身子，紧扣自身工作
职责任务，对杭锦旗落实国
家和自治区相关决策部署
情况、帮扶单位和相关人员
履职情况等进行深入督导。

经过两轮督导，行程2
万多公里，工作总队对全旗
所有7个苏木镇（管委会）的
76个嘎查村和384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18个脱贫攻坚专
项推进组及旗直帮扶部门
进行了走访调研，共发现问
题8类58条，提出意见建议
69条，帮助当地提升了脱贫
攻坚工作标准，确保了各项
工作高质量推进。目前，第
三轮督导也已经展开。

“旗里驻村工作队有个
微信群，我们刚在某个嘎查
村督导完，紧接着那个群里

就‘炸了锅’，其他嘎查村驻
村工作队纷纷提问，查了什
么、哪方面？应该怎么做，并
提前进行整改。效果真是出
人意料！”杜钢峰笑着说。

作为鄂尔多斯市唯一
一个区贫旗县，杭锦旗去年
7月份已经脱贫摘帽。工作总
队认为，今后，杭锦旗脱贫攻
坚工作一方面要在产业扶
贫方面持续用力，认真谋划
未来3年的发展规划，让贫困
群众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
中并从中受益。另一方面，鉴
于目前因病致贫者占贫困
户的大多数，所以切实做好
对他们的医疗服务、制定相
关措施预防高血压等常见
病、慢性病的发生刻不容缓。

针对杭锦旗慢性病发
病率高、慢性病防治体系还
不健全等问题，工作总队与
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督导
其优先将慢性病患者纳入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目前，
全旗所有889个慢性病建档
立卡贫困患者都落实了“一
人一策、一人一方”，能治愈
的积极进行治疗；需要维持
治疗的由旗、镇两级医疗机
构根据个性化治疗方案具体
实施；需长期治疗和健康管
理的，乡村医生至少每月进
行上门“送医配药”服务1次，
乡镇卫生院医生至少每季度
免费开展1次入户随访指导，
每年进行1次免费健康体检。

巴拉贡镇乌吉尔嘎查

的吉仁巴雅尔与母亲都享
受了签约服务。“我家离镇
卫生院有60多公里，以前买
药看病不方便。现在医生定
期上门，大大方便了我们这
些贫困户，国家的政策真是
好，工作总队真暖心！”吉仁
巴雅尔由衷地说。

杜钢峰表示，下一步，
针对杭锦旗因病致贫人口
多和缺少发展资金等问题，
工作总队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协调资金筹建大数据
医疗平台，利用“扶贫+大数
据+医疗”模式，帮助贫困户
节约看病成本，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建立因病
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切实助
力当地脱贫攻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国家发展这么好，我
以前想都不敢想，是改革开
放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时
代。”在日前的湖北省企业
家联合会致敬改革开放的
会议上，戴着黑色墨镜、胸
前挂着改革先锋荣誉奖章
的郑举选成为公众焦点。

今年78岁的郑举选，是
汉正街传奇人物。1979年，武
汉市恢复开放中断了数十年
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03名
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
工商登记，成为首批个体经营

者，郑举选就是其中之一。曾
因“投机倒把”罪在看守所待
了18个月的郑举选，拿出仅有
的15元钱，买些鱼钩、顶针、
钩针，堂堂正正摆起了摊。

沉寂的汉正街，在这些
个体户的叫卖声中，拉开了
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大
幕，成为对内搞活的“天下第
一街”。双眼失明的郑举选，也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找到
了光明的前景，短短几年，成
就“买全国、卖全国”的传奇。

“当年，很多人质疑汉正街的

创新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
也时刻担心再被当做投机倒
把分子抓起来。”郑举选说。

好在1982年8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
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
重视》，廓清了社会上的种种
争议。随后，国家工商管理部
门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对
个体户提出了允许批量销
售、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价格
随行就市的“三允许”政策。
1984年5月，国务院又确定武
汉为全国大城市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正是在1984年，郑举选

在汉正街经营户中创下四个
第一：销售额第一、纳税额第
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
券第一。“我做生意就是规规
矩矩、诚信为本。”郑举选说。

也是在1984年，国家鼓
励兴办侨资企业，郑举选受
邀在汉正街开办武汉友谊
华侨贸易部，并被推举为董

事长，从个体户变成了企业
家。他聘请一批老商业专
家、会计师、律师等组成顾
问团，实行岗位责任制，后
来又探索股份制，每年年底
给股东兑现分红。

在郑举选等一批人带
动下，汉正街市场流通经济
发展迅猛。1985年，汉正街
个体户达1542户，年销售额
突破5亿元。

得益于汉正街的发展，
武汉市当时六城区商业零
售、饮食、服务、修理网点发
展到3万多个，从业人员超
过20万人。

1991年后，因汉正街两
次小范围的拆迁改造和企
业承包合同期满，郑举选逐
渐淡出了汉正街，但他的故
事却在汉正街一直流传。

（据《人民日报》）

冬日的河北省迁安市杨
团堡村空气清冷，阳光温和照
耀着宁静的乡村。这里曾走出
了一位不平凡的人物———既
是留美归国博士、中国著名造
纸专家，也是大学教授、私立
平民女子学校创办者，还是投
笔从戎的抗日爱国志士———
他，就是杨裕民。

杨裕民，又名杨十三。
1889年生于河北省迁安县
杨团堡村。1906年考入天津
工艺学堂。后在南开中学、
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
校读书。1916年任天津直隶

工业试验所化学工业科技
士。1920年赴美国学习造纸
专业，获博士学位。

1924年，杨裕民回到家
乡。在父亲杨立三的支持
下，创办“立三平民女子学
校”。不限年龄，不论家庭贫
富，学生免费入学。为了反
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他
写下“女子有才便是德”的
巨幅牌匾，悬挂在女子学校
里。1928年受聘于河北工学
院，任教授兼斋务科主任。
1931年，首创“碱法亚硫酸
盐苇浆造纸技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
生后，东北全境沦陷。杨裕
民痛愤地说：“御侮复仇，非
讲求武备不为功。”在他的
倡导下，河北工学院特别注
重军训、体育、国术，他以身
作则，每晨熹微即起，与学
生同拳击，数年如一日。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
争爆发后，杨裕民加入华北
人民抗日自卫会任委员，参
加抗日活动。1938年春，中共
河北省委为迎接八路军东
进抗日，计划在冀东举行大
规模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

杨裕民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
路军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
发动工作。6月，八路军由平
西出发到达冀东丰润、玉田
后，他率部协同作战。七八月
间，与日军作战50余次，毙敌
甚众，收复玉田等15座县城。

1939年6月，杨裕民从
冀西来到太行山黎城八路
军总部，他提出“必须搞工
业，以保证军需”的建议得到
了朱德的支持，受命在八路

军总部负责军工工作。7月21
日，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
医治无效病故，时年50岁。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
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
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
见典型。”在八路军总部为
他召开的追悼大会上，毛泽
东题写了《悼念冀东抗日英
雄杨十三》的挽联。

“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
典范，杨十三可谓是倾其所

有来支持抗日。”长期从事
杨裕民研究的霍占良话语
里满是崇敬，“他绝对当得
起‘毁家纾难’这四个字。”

“那个年代，他能够毅然
离开富裕的家庭，投身革命
事业，很难得。”杨团堡村前党
支部书记杨士民说，这种精
神激励了村里的后辈。在杨
裕民的影响下，杨团堡村参
军的人特别多，是出名的革
命老区村。（据新华社报道）

抗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杨裕民

“汉正街”模式主要开创者郑举选———

规规矩矩经营 成就买卖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