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市林西县，1986
年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是我区31
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区之
一。

从2014年第一次建档
立卡识别贫困人口、2017
年12月向赤峰市扶贫开发
办公室提交退出国家级贫
困县的申请，到2018年7月
25日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
估检查，林西县只用了短
短4年多时间就啃下了脱
贫攻坚这块“硬骨头”，成
为全区第一个实现“摘帽”
的国家级贫困县。

而在2017年初，林西
县尚有11475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林西县是如何
短平快地打赢脱贫攻坚之
战，成为全区第一个实现

“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的？

贫者有其业———产业

铺就致富路

吕忠申是林西县新城
子镇七合堂村村民，2010
年，老伴脑出血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还让老两
口欠下了外债。2014年，他
家被村里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驻村工作队依托
村里种植果树的传统，鼓
励吕忠申发展果树种植。
老吕试着种了3亩果树。4
年多时间里，老吕种植果
树的年收入达到两万多
元，吕忠申主动申请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

吕忠申没有就此满
足，还清了外债还建起了
暖棚，种植美国红提，果树
面积也发展到了15亩。在
他的带动下，全村的暖棚
数量已由最初的两个发展
到现在的50个，全村果树
面积达7300亩。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
产业。产业增收是脱贫攻
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
策。

近年来，林西县充分
发挥产业扶贫的优势作
用，大力实施“1+4+5”产业
扶贫、“菜单式”扶贫模式，
形成甜菜、中药材、经济
林、生猪、蛋鸡5大脱贫主导
产业，进一步激活全县的资
源优势，激发农村生产力，
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依托一个龙头企业或重点
项目，贫困户可获得生产
性、财产性、劳务性和资产
性等4个方面收入，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和造血功能，让
产业扶贫扶到点儿上、扶到
根儿上，让贫困群众走上致
富快车道。

目前林西县8687户贫
困户、16573口人靠着脱贫
项目实现了稳定脱贫。

贫者安其居———稳得

住能致富

如今的林西县五十家
子镇东边墙村扶贫移民新
村房舍亮丽、道路平坦、环
境整洁，“易地搬迁+光伏
产业”扶贫模式不仅让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让村
民坐在炕头上就有收入。

“村里每4户用一个配
电箱，每户每天发多少电、
收入多少钱通过电表上的
数字就可算出来。靠发电
就能有收入，这可是大伙
儿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
事。”村会计兼光伏发电技
术员孙建伟说，“现在党的
政策好，让村民住上了舒
适的房子，房顶上还有太
阳能发电，一年收入就有
3000多元。”

东边墙村扶贫移民新
村的村民能过上好日子，
全靠五十家子镇大力实施
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结
合当地自然条件，该镇将
搬迁安置与发展产业相结
合，将26户贫困户、86人以

“拔萝卜”的方式迁出，建
设东边墙易地扶贫搬迁新
村，同时建设光伏发电工
程，进行集中安置、集中管
理、集中扶贫、集体脱贫。

对于一方水土难养一
方人的地区，易地扶贫搬
迁是对贫困的釜底抽薪之
举。2017年4月，我区对5万
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
迁。林西县有60%的贫困人
口需要易地搬迁。为避免
搬迁贫困户因缺少致富产
业导致“住进新房依然受
穷”的尴尬局面，林西县结
合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及迁
入区的地域资源现状，突
出规划先行、产业前置、群
众首肯，将易地搬迁与产
业发展同步谋划、同步推

进，实现搬迁人口产业发
展全覆盖。通过推行“易地
搬迁+光伏”“易地搬迁+设
施农业”“易地搬迁+产业
园区”“易地搬迁+养殖”“易
地搬迁+旅游”等模式，发
展光伏扶贫产业30处、设施
农业11处、养殖产业6处、乡
村旅游4处。采取整村搬迁、

“拔萝卜”式安置等方式，让
百姓自主选择向产业园区
集中、向中心城区和镇区集
聚，实现贫困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

“输血”亦“造血”———

“授人以渔”有实效

“感谢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在这里我学到了一
技之长，让我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信心。去年3个月时
间我就接了4个单了，赚了
12000多元。”提起林西县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建档
立卡贫困户赵玉杰充满感
激。

今年50岁的赵玉杰，
丈夫患帕金森综合征常年
卧病在床，两个孩子正在
读书，生活的重担全部落
在了赵玉杰身上，由于没
有一技之长，赵玉杰几次
找工作都碰了壁，只能靠
打零工和拾荒维持生计。

实现就业是贫困人口
永久脱贫的重要手段。
2017年，北京市丰台区出
资400万元援建了林西县
贫困人口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成立北京市丰台区赤
峰市林西县扶贫协作劳务
实训基地。2018年5月10
日，林西县贫困人口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为全县4840名有劳动能力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免费
提供就业创业培训。赵玉
杰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
衡惠无忧职业技能培训
班。当年6月17日，刚领到
育婴师证的赵玉杰就接了
一个月薪6800元的大单，
突如其来的喜事让赵玉杰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和赵
玉杰一样，徐海霞等200多
人也都通过贫困人口就业
培训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的梦想。

如今，3930平方米的
林西县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解决了林西及周
边地区贫困劳动力就业、
求职没有专业场所的难
题。北京等地培训资源和
专业创业团队还进驻中
心，帮助缓解林西县内培
训师资不足和创业能力不
强问题。目前，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预计能提供稳定就

业岗位800个以上，每年实
施技能培训1000人以上，
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各种就
业创业服务10000人次以
上。

让贫者有其业，让贫者
有其技，让贫者住好房。林
西县集中各方力量，打实综
合治贫的“组合拳”，让每个
贫困户都享受到扶贫红利。
如今的林西县，产业兴了、
家园美了、百姓富了……整
个县域欣欣向荣，百姓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摘帽’不是最终目
标，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
中，我们还要继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加大资金投
入，重点对设施农业、甜
菜、中草药、蛋鸡、生猪等
富民产业提供更优惠的政
策扶持，推动富民产业进
一步上规模、上水平、上效
益。”林西县扶贫办主任赵
光明说。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
不脱帮扶。下一步林西县
将继续推行“四级联动”帮
扶制度，把扶贫与扶志、扶
智紧密结合，注重培养脱
贫人口发展生产和经商技
能，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
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力争
让全县各族群众一道早日
迈入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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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贫县的蝶变之路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喜辉 李文明 徐永升 张慧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
元山子乡，冬日的阳光下，
胡一新烈士塑像熠熠生
辉。不时有人来到这里，敬
献一束鲜花，低头默哀，
缅怀这位令人钦佩的革
命先烈。

胡一新，原名佃敬，
又名一庭。1907年出生，
绥远（今内蒙古）丰镇人，
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3年4月任察哈尔
抗日同盟军第2师2团一
个连队的政治工作负责
人。6月下旬，第2师在吉
鸿昌将军的指挥下，征战
察北。在收复康保、宝昌、
沽源等县的战斗中，胡一
新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

牲，成为大家学习的表
率。1936年11月，他参加
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
1937年10月任中共清水
河县委书记。

胡一新知识渊博，文
笔流畅，能拉善唱。1937年
12月任中共晋绥边区特委
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充分
发挥特长，排节目，作演
讲，广泛宣传教育，发动群
众，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在晋绥地
区出现了有人出人，有枪
出枪，有钱出钱，全民抗战
的喜人局面。

1938年7月，胡一新任
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6

支队政治委员。担任政委
后，他善于发现战士的思
想问题，引导大家以乐观
向上的革命精神正视时
局，和同志们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

胡一新不仅是一位
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
挥员。为适应山区游击战
争特点，他刻苦训练骑
射。练骑术，摔下来，再爬
上去，直到不管多么性烈
的马，即使无鞍■也能驾
驭；练射击，一丝不苟，终
于成为全队有名的神枪
手。在他的带领下，第6支
队军政素质显著提高，成
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英

雄部队。
1939年秋，日、伪军兵

分数路，大举进犯晋绥边
根据地。胡一新率领骑兵
营袭击临时驻扎在右玉
县杀虎口的一个伪骑兵
连指挥部，仅用半个多小
时就全歼伪骑兵连。战斗
中，胡一新被子弹击中左
眼和膝部，膝关节被打
碎。后在朔县墙凤岭韩懈
村隐蔽治疗。

1940年4月，胡一新被
转送延安治疗。治疗期
间，他不顾病痛折磨，每
天拄拐杖锻炼身体，精读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
根据党校课程，拟定自学
计划。由于医疗条件太
差，药品缺乏，他的伤势
日渐严重，伤口化脓，总
是流血不止。前来探望的
战友伤心落泪，他却强忍
着疼痛安慰对方：“哭啥？
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我这
腿很快就会好的，到那时
我 还 要 上 前 线 打 敌 人
呢！”在医院，他既是伤病
员，又是医生的好助手，
经常帮助做伤病员的思
想工作，还为大家演奏乐
器、演唱歌曲。

1940年冬天，胡一新
病情突然加剧，医治无效
牺牲，时年33岁。

2014年春天，丰镇市
元山子乡隆重举行胡一
新烈士塑像揭幕仪式。每
年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到这里，追寻先
辈足迹，缅怀革命烈士。

“为了革命事业，胡一新
冲锋陷阵，百折不挠，我
为他感到自豪，也经常教
育子女们，学习他的精
神，为党和人民奉献一
生。”胡一新的侄子胡选
民说。 （据新华社报道）

抗日英烈胡一新：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乐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