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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驻村扶贫让我收获多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只有做好做实嘎查
脱贫攻坚的基础工作，才
能最终实现户脱贫、村出
列、旗摘帽的目标。”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阿其图
乌拉苏木额尔敦宝拉格嘎
查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乌云
其其格说。

37岁的乌云其其格是
锡林郭勒盟妇联组宣部部
长，在锡林郭勒盟21名盟
直单位派驻苏尼特右旗定
点帮扶的驻村干部中，她
是唯一的驻村女干部。

从2018年4月来到额
尔敦宝拉格嘎查驻村到现
在，她和工作队员们一天
到晚奋战在帮扶第一线，
入户了解致贫原因、帮助
嘎查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为贫困户脱贫出谋划策。

“这几个月来，我们没
有周六日，遇上整改有时
候一干就是晚上两三点。
这么长时间我只回过一次

锡林浩特的家，那次也正
好是去年10月扶贫办有个
培训，要不我连过冬的衣
服都没有带过来。”乌云其
其格笑着说。

额尔敦宝拉格嘎查距
离锡林浩特350多公里，到
苏尼特右旗旗府赛汉塔拉
115公里，干旱缺水，交通
不便，牧民收入低，嘎查
148户389人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就有49户119人。

乌云其其格说：“帮扶
就要抓住关键，找准致贫
原因，找出切实可行的帮
扶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
嘎查贫困问题，就要因地
制宜地发展生产，大力发
展畜牧业、特色驼养殖、沙
地肉牛养殖、风干肉奶制
品等产业。”

经过入户调研，乌云其
其格和工作队员、包村干部
一起，确立了嘎查扶贫开发
工作思路，制定了《额尔敦

宝拉格嘎查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额尔敦宝拉格嘎查
2018-2020年发展规划》。

他们利用“三到村三到
户”扶贫资金发展壮大嘎查
家庭牧场，让贫困户不仅能
获得分红收入，还能通过在
牧场务工获得务工收入。

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
差，嘎查把现有的188只流
动羊交由五六户贫困户承
包，每户贫困户承包30多
只，他们第二年每户只需交
回基础母畜和五六个羔羊，
其余的羔羊归贫困户所有。

额尔敦宝拉格嘎查十
年九旱，缺水问题严重制约
着嘎查经济的发展，高含氟
的水质也给牧民的健康造
成危害。乌云其其格积极向
有关部门争取项目，最终协
调40万元为20户贫困户新
建储水窖20个，同时协调帮
扶单位为8户贫困户安装了
净水设备。

额尔敦宝拉格嘎查地
广人稀，牧民就医十分不便，
乌云其其格积极争取自治
区妇联“健康扶贫 服务牧
区”项目，协调7万元资金为
嘎查68名牧民在呼和浩特免
费体检，她还邀请蒙医专家
上门为牧民一对一讲解体
检结果，进行免费义诊。

额尔敦宝拉格嘎查水
苦涩难喝，饮用水要从离
嘎查20公里外的苏木往回
拉，蔬菜也很缺乏。本来可
以住在苏木职工宿舍的乌
云其其格为了不麻烦嘎查
群众每天接送，她选择了
住在嘎查，遇上没有菜吃
时大家就只能吃面条。“我
现在一看见面条就发憷。”

乌云其其格说。
乌云其其格的丈夫在

苏尼特左旗工作，她自己
又驻村，两岁的女儿只能
交由乌云其其格的父母带
着。为了支持乌云其其格
的工作，她的父母带着外
孙女也来到了苏尼特右
旗。因为嘎查没有住处，他
们就在赛汉塔拉镇租房子
居住。即使这样，乌云其其
格跟女儿也是聚少离多。

“最近我又有一个多星
期没去旗里看女儿了！一提
到女儿我心里就很难受。之
前我女儿在锡林浩特报名
上早教班，来这里后就不上
了。有时候女儿问我她原来
的那些小朋友都去哪儿了？

我都不知该怎么来回答
她。”乌云其其格说。

“基层就是我全面锻
炼的地方，驻村以来，我失
去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
我现在既能入户跟困难群
众交流，又能写材料，特别
是学会了如何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联系群众就是
要服务群众，这也是我们
群团工作的根本所在！”

“最近，考虑到我们家
庭的实际困难，在单位领
导的支持下，我丈夫从苏
尼特左旗调到苏尼特右旗
工作了，我一定继续在扶
贫岗位上努力工作，以优
异成绩回报组织的关心和
厚爱！”乌云其其格说。

每周四下午，82岁的钟
南山都在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呼吸科出门诊，
经常干到晚上7点多；每周
三上午，他会出现在病房
里，带着学生查房、会诊，常
常忙到中午12点多。

“病人的信任是我最大
的动力，病人的康复是对我
最大的鼓励。”从医多年，钟
南山依然精力充沛，坚守在
临床一线。他是家喻户晓的

“抗非典英雄”，也是我国呼
吸疾病防治的领军人物。

2003年初，非典疫情
突如其来。钟南山不顾生

命危险，精心制定治疗方
案，夜以继日地工作。他
说：“病人的生命重于一
切。医院是战场，作为战
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
去？”他曾一连38个小时没
合眼，由于过度疲劳，累倒
在工作岗位上。他主持制
定了非典诊治指南，大大
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
功率，降低了死亡率。

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
钟南山临危不惧，表现了一
个科学家严谨求真的治学
态度。在非典病因不明的情
况下，他以事实为依据，不

赞同“衣原体是病因”的观
点，最终证实非典是一种新
型冠状病毒。由于他敢于坚
持真理，挽救了很多病人的
生命。他说：“科学只能实事
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
受害的将是患者。书本上没
有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钟南山的名字，和中国
的公共卫生事业紧紧连在
一起。非典过后，他主动承
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
言人的角色，在雾霾、甲型
流感等公共事件中敢于发
声、传递真知、稳定人心。

2009年，在罗马举行

的国际慢阻肺大会上，钟
南山提出：“能不能像控制
高血压、糖尿病那样，对慢
阻肺进行早期干预？”这一
想法引发共鸣。2017年，钟
南山团队在《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提
出了慢阻肺早期防治的新
理念。他说：“我希望通过
进一步的随访和干预研
究，改变世界卫生组织制
定的慢阻肺诊治指南。”

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出

实验室，钟南山一直在思
考。他说：“科研既要顶天，
也要立地。顶天就是抓住国
际前沿、国家急需项目，立
地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
际问题。顶天的研究不能立
地，不能缓解患者的痛苦，
意义就会打折扣。”

2018年5月，钟南山以
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亮相，扛
起了产学研转化的大旗。自
2009年以来，钟南山团队成

功打造了呼吸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产学研体系，成立
了多家关联项目公司，涵盖
医学创新诊断中心、药物创
新研究中心等板块。

在钟南山的人生字典
里，从来没有“停步”二字。
他说：“广大医务工作者必
须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

‘以健康为中心’，关口前
移，重心下沉，这样才能实
现全民健康。”

（据《人民日报》）

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
个革命历史展览馆里，收藏
着一幅照片。照片上，一位
目光坚毅，身着戎装的军人
注视前方。他就是为革命事
业奋斗一生的罗化成烈士。

罗化成，1895年出生
于福建长汀南阳区（今属
上杭县）南山村一个中医
家庭，从小随父学医。1912
进入福州蚕业学校学习，
1915年毕业后回到长汀，
在县蚕业学校任教。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
他同张赤男、杨成武等发

起成立“长汀学生联合
会”，组织集会，声援上海
工人，声讨帝国主义罪行，
并创办《长汀月刊》，抨击
时弊，宣传革命。1927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罗化成在
南阳、才溪一带建立秘密农
会和发展党组织。次年7月，
领导“南阳暴动”。暴动胜利
后，建立“汀连南赤卫队”，
积极发动长汀、上杭等地边
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
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秋，
他所领导的赤卫队编入红

军第4军4纵队，他任纵队特
务大队大队长。同年12月，
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8
月，罗化成在长汀河田蔡坊
与民团作战中负伤。后任红
军后方医院院长、福建省军
区后方留守处主任、福建省
苏维埃政府副秘书长兼武
装动员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
主力长征后，罗化成返回闽
西，协助张鼎丞、邓子恢、谭
震林等坚持闽粤边区的游
击战争。1935年8月，他在四
都被国民党包围，不幸被

捕，在瑞金狱中受尽酷刑，
但他坚贞不屈。几天后，在
被押往长汀途中逃出虎口，
取道上海到达香港。

1937年7月，全国抗战
爆发后，罗化成受命回闽西
南工作，任新四军第二支队
军需处处长。1939年春任第
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
10月任政治部主任。他率部
挺进江南敌后，兼管当涂、
芜湖、江宁的地方工作，先

后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抗
日民主政权和中共基层组
织，组织农民、青年、妇女成
立抗日群众团体。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
生活，罗化成积劳成疾，心
脏病不时发作，陈毅同志
多次劝他去后方养病，并
书古人诗“留得五湖明月
在，何愁无处下金钩”以劝
之。罗化成以古人诗“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

人回”答之，婉言谢绝陈毅
的建议，继续带病坚持在
抗日前线工作。

1940年2月27日，罗化
成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
救无效在江苏溧阳逝世，
终年45岁。陈毅在追悼大
会上称罗化成是“新四军
的优秀的领导干部”“最实
际的革命人才”。1955年2
月，罗化成被追认为烈士。

（据新华社报道）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原主任钟南山———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

“最实际的革命人才”———罗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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