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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6

李国琴：生态环境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正月里的李国琴异常
忙碌，挨家挨户到村民家
嘘寒问暖，从不离身的笔
记本上记下每个村民对即
将召开的全国两会的建议
和期望。

“这是我作为人大代表
的使命所在。我要尽力见更
多的村民，一定要把他们的
心声带到全国两会上。”从
多伦县城返回家的途中，李
国琴对记者说。

李国琴是多伦县蔡木
山乡铁公泡子村党支部书
记，也是一名光荣的全国人

大代表。十几年前，她所在
的铁公泡子村因生态环境
的恶化，村民们差一点失去
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今，
在李国琴一代人不辞辛劳
的全力治理下，昔日的漫山
遍野黄沙变成了郁郁葱葱
绿洲，重新焕发了生机。

李国琴说：“正因为失
去过，我们才更加珍惜今日
来之不易的青山绿水。在过
去10年间，我们村植树造林
近10万亩，树更多、山更绿、
水更清了，村民增收致富的
底气也更足了。”说起生态

治理的成效，李国琴如数家
珍：2000至2018年，多伦县
林业生态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20.86亿元，林地面积由
2000年的54万亩增加到现
在的293万亩，森林覆盖率
由2000年的6.8%提高到现
在的37.9%，项目区林草植
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
30%提高到现在的85%以
上，实现了由“沙中找绿”到

“绿中找沙”的历史性巨变。
绿色，已成为多伦县最亮丽
的名片。

2018年参加全国两会，

李国琴提交的议案就是围
绕生态环境治理的。国家相
关职能部门对她的建议给
予了明确回复，这让李国
琴倍加兴奋。“我是一名全
国人大代表，我的建议不
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村、我
们县。所以，我今年通过多
次走访，准备和完善了更
加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议
案，建议水利部编制滦河
水资源分配方案，每年向
金莲川草原定量补水，维
护河流健康生态，促进锡
盟东南部地区生态环境的

持续好转，真正让青山绿
水变成咱老百姓发家致富
的聚宝盆。”

谈起铁公泡子村未来
的发展，她说，村里自然资
源丰富，既有草原、山丘、
森林，也有静谧美丽的姑
娘湖，而这些都成为了我
们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宝贵
资源。今后，我们要让更多
的村民参与到旅游行业，努
力在发展中保护好生态环
境，让良好的生态资源变成
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

如何当好人民群众满

意的好代表？用李国琴自己
的话说，就是要“时刻牢记
人大代表职责，关注民生，
体察民情，全心全意为群众
做实事、做好事，从我做起，
发挥好代表作用，不但要为
村里发展谋出路，更要为多
伦县发展献计献策，不辜负
选民的信任”。近年来，李国
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大
代表为人民的承诺，在人民
群众中树立了人大代表全
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良好形
象，赢得了群众的普遍赞
誉。

刘亚声：建立完善健康扶贫长效机制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ICU是个与生命赛跑的地方，对于乌兰浩特市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亚声和同事来说，在这里的每一天都
意味着坚守与忙碌，意味着责任与使命。眼下，在快节奏的
工作之余，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刘亚声还在抓紧
时间忙另一件大事儿，她正在积极准备和完善自己的议案
建议，准备带到全国两会。

“去年，是我当选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一年，因为多年在
基层临床一线，接触到很多年龄较大的患者，老年人的养
老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救治问题让我格外关注。参会期
间，我向大会提交了鼓励公立医院开放医疗资源开展养老
服务的建议。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完
善医养结合政策，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老服务中的积
极作用，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刘亚声说，除
了这个建议，她还在如何进一步改善医患矛盾以及培养全
科医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今年是刘亚声调入重症医学科的第3年，在这里，她深
刻地感受到重大疾病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困难。“疾病成
为导致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重大疾病对患者本身及
其家庭生活影响极大，面对ICU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很
多贫困家庭家属选择放弃治疗。”刘亚声说，“要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就要解决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两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为此，上至国家，下到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
系列健康扶贫政策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刘亚声告
诉记者，以兴安盟为例，因病致贫人口已经从2016年的6.67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3.14万人，3年时间减少3.53万人。

“目前，脱贫攻坚工作中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相对零
散和碎片化，不够系统也不利于长期运行，要考虑建立起
一个以大病兜底为主的、针对低收入者医疗救治的长效制
度。这一制度既要具有刚性，又要确保能取得实效，针对特
殊群体还要体现出规范性。”刘亚声说，只有建立起这样的
长效制度，才能巩固脱贫成果，充分应对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刘亚声准备把她对于这一问题的
思考带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挂在乌兰浩
特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门口的一副对联。刘亚声告诉我
们，她们要以此对联激励自己和科室的医务工作者，肩负
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砥砺奋进。

从1995年毕业来到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刘亚声一直
奋斗在基层第一线。从医20年来，从普通医生到科室主任，
从神经内科到重症医学科，岗位在变化，不变的是她对患
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她的带领下，2017年乌兰浩特市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被评为兴安盟旗县级医院重点学科，刘
亚声本人也获得重点学科带头人称号。去年，她还荣获了
兴安盟第二届最美医生的荣誉称号。

初春的清晨，走在伊
金霍洛旗霍洛林场哈拉
沙作业区，尽管眼前还
是一片萧条，但依旧能
感受到浓浓的来自大自
然的气息，满山环绕的
沙柳、杨柴、沙蒿等植
物，让这片曾经的不毛
之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哈拉沙作业区，
58岁的护林员贾道尔计
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巡
检工作一日不落。

“我们刚来的时候
这一片都是明沙，一年
四季有三个季节都在刮
沙尘暴。漫天黄沙，刚清
理出的道路不到5分钟
就被埋没了。出门随身

都要带把铁锹，条件特
别恶劣。经过近40年的
治理，如今这里到处都
是树，林业面积达到6万
多亩。”2月19日上午，贾
道尔计对记者说。

贾道尔计回忆，他
是80年代初被分配到霍
洛林场哈拉沙作业区
的，一干就是近40年。贾
道尔计的日常，就是以
林场为中心，在周边这
片不毛之地植树造林、
护林。起初没有路，四处
是高低不平的沙丘，加
上没有水源，种活一棵
树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和
精力。贾道尔计和其他
护林员先在沙丘上做好

固沙方格，然后推着一
辆小平车把沙柳运到平
地，剩下的路就要靠人
力背，毛驴驮。随着种的
树面积越来越大，从起
初的几十米到几百米，最
后到三四公里，他都是用
这样肩扛手提的方式，硬
是在干旱的沙漠中种出
了一棵棵的绿植。每天
早晨天不亮就出门，中
午在沙蒿地里凑合吃几
口干粮，直到太阳落山
才收工。在他的影响下，
老伴也加入到植树造林
队伍，一有功夫就跟着
他一起挖坑、种树。由于
工作出色，2002年，贾道
尔计还被评为全国优秀

护林员。
几十年来，贾道尔

计像沙柳一样扎根在这
片沙漠中，没有星期天，
没有节假日，大部分时
间都奉献在了植树造林
的事业。“常年驻守在沙
漠中，全年无休，会觉得
苦吗？”记者问。贾道尔
计笑了笑：“起初是有点
苦，好多年轻娃娃来了
待不长时间就都走了，
但是我是护林员，造林
护林就是我的责任，看
到这里的植被从无到
有，从荒漠变成绿洲，其
实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
的，毕竟这是造福子孙
后代的好事。”

大年初五，满洲里
机场的客流量较平时明
显增多。摆锥桶、放轮挡
……飞机到达前的20分
钟，机场运行保障部特车
室的李正浩和同事们便
已经守候在了机坪上，认
真检查有无影响飞行安
全的外来物品。

冬天天黑得早，机坪
光线不是非常明亮，大家
便拿着小手电，将机坪的
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
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后才
放心。“别小看这不起眼
儿的外来物，一个小小的
疏忽就可能影响整个航
班的安全，大意不得。守

护飞机的安全，永远是机
务最重要的责任。”李正
浩说。

比起人们相对熟悉
的空姐、飞行员等岗位，
李正浩和同事们所做的
工作可以用默默无闻来
形容。他们每天穿梭在机
坪的各个点，按时巡检，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以保障旅客的正常出行。

李正浩介绍：“我们
每天要在最早一班飞机
起飞前就做好准备工作，
最后一班飞机乘客离开，
检查完毕后才能回到办
公室。”

自1月份以来，满洲

里遭遇了极寒天气，尤其
半夜格外寒冷。机场保障
人员每个航班前后都要
在机坪检查清理一个小
时左右，李正浩虽然穿着
厚重的工作服，但仍然抵
挡不住这彻骨的寒冷：

“干起活儿来就顾不上
了，有的时候任务多了我
们就得跑起来，也不觉得
那么冷了。”

“我们这个工作，就
没有休息日这么一说，
我们都戏称自己是‘风
里雨里我们一直在这
里’。除夕，朋友圈里大
家都在晒美食、合影，我
们虽然没法和家人一起

吃年夜饭、看春晚，但我
们的付出能让千千万万
的旅客回家过年，吃上
热腾腾的团圆饭，觉得
值。”和记者说完话，李
正浩腰间的对讲机又响
了起来，他马上又忙碌
起来。

在机场这个过渡性
空间中，每一次平安的
出发与抵达，都少不了
机场各个部门工作人员
的配合和努力。虽然他
们的工作都很琐碎，但
他们像飞机上一个个正
常运作的齿轮一样，撑起
了人们一段段安心的旅
程。

风里雨里，我们一直在这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记者 张 宇

贾道尔计：沙漠中的绿色守卫者
文/本报记者记者 张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