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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密织社会救助网 兜底保障助脱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张 彧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
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
英雄光荣传统。”这是当年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
塔题的词。以共产党员、班长
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5位英
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
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马宝玉，1920年生，河北
蔚县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
后，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作战勇猛顽强，在
阜西庄一战中，用一把铁锹
劈死一名日军，缴获一支“三
八大盖”。在夜袭管头村的战
斗中，他击毙一名日军机枪
手，为部队前进扫清了道路。

1941年8月，侵华日军
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兵
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
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

“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
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
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
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
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
第1团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
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
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班长马
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
林，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
才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
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
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
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

伤90余人。
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
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
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
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
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
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
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
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
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
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
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
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
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
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

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
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
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
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
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
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

“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
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
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
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
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
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
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
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
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
长，2005年3月逝世。

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
馆长李芳告诉记者，这里自
1993年被评为河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以来，累计接
待游客1000余万人。每年清
明节等节日，狼牙山所在的
易县都组织中小学生、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来此开展纪
念活动，纪念馆下一步打算

完善和创新主题教育形式，
采用专题教学、体验教学等
方式丰富课程，让游客们在
参观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红色
历史。

如今，易县依托狼牙
山、清西陵、易水湖等景区
发展全域旅游，越来越多群
众走上了致富路。狼牙山五
壮士的革命精神，依然被易
县干群不断学习传承，而一
个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民
生活幸福安康的崭新易县
正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迈
向未来。（据新华社报道）

3月15日，阿左旗巴彦
浩特南环街道学苑东社区
居民罗玉琴结束一天的工
作后，急急忙忙回到家里为
瘫痪的丈夫进行康复训练。
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内，罗玉
琴给丈夫打开电视，她一边
细心为丈夫按摩，一边和记
者唠起了家常。“自从我爱
人干活受伤致高位截瘫，我
内心一直很忧郁，自从政府
提供救助后，随着他身体慢
慢地恢复，我的心态才调整
了过来。”罗玉琴说。

今年46岁的罗玉琴是
一名环卫工人，丈夫李培岩
在2014年的一次户外施工
作业中，不慎从脚手架掉
落，导致高位截瘫，儿子患
有言语4级残疾，但一直非
常努力，考上了呼伦贝尔大
学。“丈夫出事后，手术费就
花了12万元，基本把家里的

存款都用完了，康复治疗的
费用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
的。那一年，我们家一下就
被拖垮了。”罗玉琴说。

阿左旗学苑东社区在
入户时了解到罗玉琴家的
特殊情况后，十分关注，立
即向盟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通过严格的申报程序，为她
申请了4000元的临时救助
金和15000元的医疗救助
金，孩子上大学时，还申请
了每年10000元的教育救助
金。去年，罗玉琴一家3口被
列入低保范围，儿子每月能
领到806元的低保金，她和
丈夫每月能领取383元的低
保金，政府每月还为李培岩
发放100元的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逢年过节，工会、红
十字会及爱心企业、帮扶单
位还会为其发放救助金。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还有

爱心人士的帮助，我的日子
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罗
玉琴感激地说。

去年，阿拉善盟民政部
门按照脱贫攻坚的相关要
求，持续推进以低保为核心
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将符
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社会救助范围。按照

“摸清底数、区分类型、精准
认定、综合施策”的思路，根
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不同
类型的致贫原因实施精准
救助，把丧失劳动能力且无
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
助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农牧区低保范围；
将符合条件的突发重特大
疾病的因病致贫贫困人口，
纳入该盟医疗救助范围；将
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等意
外事件和遭遇突发事件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纳

入临时救助范围。通过一系
列举措，大力推进社会救助
政策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
去年，全盟核定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29户320人，其中，
享受社会救助政策73人，共
发放救助资金26.1万元。一
批像罗玉琴家这样的困难
户得到了救助。

与此同时，2018年阿拉
善盟民政局还积极配合扶
贫、卫生健康、人社部门，落
实旗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先诊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
结算制度。民政部门与“一
站式”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医

保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前
将救助资金预拨到定点医
院和医保部门，通过统一结
算等措施，实现综合的“一
站式”结算，确保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报销比例达到90%。
同时，还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范围，患重特大疾病
的贫困人口住院治疗后，经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商业补充保险报销后个人
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全面
取消救助起付线，按照不低
于70%的比例进行救助。截
至去年年底，该盟有50人次
通过“一站式”享受医疗救

助，共发放资金4.03万元。
据了解，今年，阿拉善

盟民政部门还将进一步完善
地方低收入对象综合认定指
标体系，考虑家庭成员因残
疾、患重病、子女就学等刚性
支出因素的扣减，综合评估
家庭贫困程度，将符合政策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纳入农牧区低保范围。同
时，还将协调扶贫部门根据
扶贫开发政策，将符合扶贫
条件的农牧区低保对象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范围，确
保这部分困难群体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等享受到相
应的政策和项目扶持。

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习近平总书记平易近
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来自通辽和
巴彦淖尔的两位基层代表
发言时，总书记与他们拉起
了家常，还问了不少有关民
生方面的问题……”3月20
日上午，察右前旗土贵乌拉
镇政府会议室内座无虚席，
刚刚返程回乡的全国人大
代表、乌兰察布市草原站农
技推广研究员郭艳玲满怀
激情地向百余名干部群众
宣讲了全国两会精神，并分

享她在两会上的所见所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

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
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
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
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把内
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
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
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
的重大责任。“总书记的话
让现场的每一位代表深感
责任重大。”郭艳玲说，国家
从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使草
原退化、沙化、盐渍化得到
有效遏制，项目区农牧民的
生活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农牧民的幸福指数也
在逐步提升。然而草原生态
保护任重道远，怎样做到既
保护了草原生态，又稳步提
升牧民的收入，郭艳玲带着
建议走上全国两会。

“没想到我提出的改进
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的建议得到了国家
财政部办公厅的热情回应，

他们还给我回了信，说我提
的意见非常中肯，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国家将继续执行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他
们能够认真听取并采纳来
自基层的意见，令我感动。
今后我会继续加大调研力
度，摸清底数，为生态恢复

做出应有的贡献！”郭艳玲
兴奋地说。

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
办公室主任徐建业说：“听
了郭艳玲的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以及传达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让
我对基层工作更有信心了，
也更有动力了，我们对绿色
发展理念理解更深了。保护
好生态，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今后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把我们的家园建设
得更美丽！”

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