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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3月21日，刚刚开完全国
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鄂温
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中心校
校长梅花来到巴音塔拉嘎查
活动室，向来自巴音塔拉嘎
查和阿贵图嘎查的20多位牧
民代表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牧民们与家乡走出去
的人大代表围坐在一起，嘘
寒问暖，热烈座谈。梅花重
点宣讲了与广大牧民息息
相关的民族教育、绿色发展
和民生方面的两会精神。

今年，梅花把《关于增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投入比重》的建议带上了全国

两会，提出减免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的保教费用。这
件事儿事关牧区群众切身利
益，引起了牧民们的关注。

“梅花校长，欢迎你回
到家乡。我想问两个问题，减
免学前教育的保教费什么时
候能实施？第二个问题，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
保报销确定了吗？”阿贵图嘎
查牧民涂建敏问道。

“减免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学前教育的保教费是我的
建议，国家现在还没有政策。
我们中心校已经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孩子免收了保教

费。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
纳入医保报销，是2019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一项
任务，今年肯定要实施。”梅
花热情地给以回应。

结束在巴音塔拉嘎查
的宣讲，梅花又来到草原
深处的毕鲁图嘎查党员中
心户道日娜家中。

梅花与道日娜一家聊
起了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
从伊敏河的环境保护，说到
草原上滥挖药材的治理，以
及如何把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毕鲁图嘎查牧民党支

部书记娜日莎说，听了梅花
老师带回来的全国两会精
神，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少
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我们
牧民是这片草原的主人，特
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
草地上的白色垃圾特别反
感，看到就要捡起。保护大
自然是我们牧民的责任和
义务，今后在发展现代畜牧

业的同时，要更好地保护我
们家乡的生态环境，大草原
的明天会更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
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梅
花向总书记献上了圣洁的哈
达。梅花说，作为最基层的鄂
温克族代表，能够代表内蒙古
2500万各族人民表达美好心

愿，我特别幸运、特别激动。
梅花表示，今后要多

做一些调研工作，准备今
年调研伊敏河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她说，我是最基层
的民族学校的校长，今后要
把生态文明的内容纳入到
教学当中，让孩子们从小就
爱护环境，让生态文明意识
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21岁投身革命，历经
多次革命战斗，长征途中
身先士卒带领战士探路搭
桥，抗战中数次袭击日伪
军据点给予沉重打击，为
保卫家园在抗日战场上英
勇牺牲……“杨忠烈士的
一生虽然短暂，却是革命、
奋斗、英勇的一生。”江西
省安福县委党史办主任李
铁泉这样评价道。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
欧阳忠。1909年9月出生于
江西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
时代就参加革命，曾任大
桥乡少儿部儿童团支部书
记、乡苏维埃主席。1930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
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
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民运
科科长。1937年全国抗战爆
发后，杨忠任八路军第115
师民运工作团团长。1938年
9月抵达山东乐陵，成立八
路军济阳支队，任支队政
委。1940年任鲁北支队司令

员兼政委。他鼓励干部战士
说：“哪怕为鲁北抗战血洒
疆场，肝脑涂地，也要将抗
战旗帜插到黄河岸上，插到
鹊山之巅！”

1941年，冀鲁边区的津
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编为
第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
区，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为执
行上级要求冀鲁边区开辟
鲁北东部，打通与清河区的
联系，将两个抗日根据地连
成一片的指示，教导6旅连续
两次“打通”行动受阻。同年7

月，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
传大队、十七团等执行第三
次“打通”任务。沿途大造抗
战声势, 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1年9月3日，杨忠率部达
惠民县淄角镇、夹河一带。就
在再进一步便可以过黄河与
南岸清河军区取得联系时，
遭到日军包围。9月4日上午，
杨忠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
年32岁。

杨忠为创建鲁北抗日
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0月13日，第115师
政治部在向八路军总部报
告夹河战斗情况的电报中
说，2纵队到冀鲁边区，杨忠

“即任司令，辗转鲁北，坚持
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
和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
了无数的功勋”。

为了缅怀先烈，惠民、济
阳、商河三县在杨忠烈士战
斗、牺牲的地方建立烈士陵
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并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

“精忠报国”四个大字。1946
年12月,为了纪念杨忠,冀鲁
边区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
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
处,新设置一个县,并命名为

“杨忠县”。（据新华社报道）

大草原的明天会更美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每天早晨醒来后，张俊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
上的光伏扶贫电站APP，查看
头一天的发电量，这是自去
年10月10日电站投产运行以
来，他坚持至今的一个习惯。

他说：“这是我筹集80
多万元资金，用半年时间跑
下来的项目，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咋能不关注。”

其实，张俊关注的远远
不止这些。

2014年4月，身为包头
市金融办办公室主任的他，
被推选到固阳县下湿壕镇
电报局村担任驻村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上任后，他通过调研得
知，这里人均耕地少，水资源
匮乏，村民只能靠天吃饭。

于是，他四处筹集帮扶
资金80.5万元，打了3眼机井，
并获得了免费水利配套，使
2000亩旱地变成了集中连片
的水浇地，受益人口724人，

年人均收益500元。紧接着，
又对西卜子、薛家渠等4个自
然村的500亩土地进行节水
灌溉工程改造，525人受益，
年人均收益1000元。

土地缺水的问题基本得
到了解决，但全村1028个常住
人口中，90%以上是老弱病残
的人，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
上，是有名的“老年村”，让这
些人来种地，显然力不从心。

那么，谁来种呢？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子，要想使农民摆脱贫困，
土地必须流转。”张俊坚定
地认为。

他和村委会的班子成员
经过筹划运作，很快成立了

“祥云雨”和“田园鸿”2家农业
合作社，使2000亩水地得到
了流转，每亩流转费260元，
村民年人均收入3000多元。

土地流转的循环效应
让村民们得到了实惠，但
是，要想彻底摆脱贫困，走

向富裕，没有产业支撑是很
难提升发展质量的，这是第
一书记张俊驻村后不久就
摸出的思路。

可是，这里没资源、没
资金、没技术、没人才，想发
展产业，谈何容易？

电报局村属于典型的
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光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总时
数为3130小时。

“这么好的天然资源咋
能不利用？”张俊查到这些
信息后，兴奋得一夜未眠。

他筹资金，跑批复，终
于使这一项目落地生根。现
在，这座光伏扶贫发电站平
均每天发电600度，以每度
电0.46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
家工矿企业，一年可稳定收
入10万元。

光伏发电既克服了劳动
力不足，又使集体经济获得收
益，仅仅这笔收益，每个贫困
户每年就可获得1500元。

任第一书记的这几年
时间里，张俊和他的4名驻
村工作队员走遍了村里的
每一个角落，可每每看到一
座座由铁矿废石堆积成的

“小山”，他们心里总犯嘀
咕，这些废料既影响环境，
又占用土地资源，如果能把
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这
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2018年11月28日，张俊
拿着由自己撰写的《铁矿尾
矿废石综合利用项目合作
意向书》来到了铁矿石生产
企业———固阳县泰恒商贸
公司进行洽谈，很快就达成
了合作意向。今年1月27日，
又引进北京瑞图生态公司，
达成了三方合作协议。

张俊说，今年这个春

节，是他最忙碌的一个春
节，每天不是电话商谈，就
是琢磨细节，撰写合同。

大年初九上午，在大英
图自然村的连体窑洞旁，张
俊正在和村两委的干部们
商讨着如何把这里打造成
特色旅游小镇，他不失时机
地对记者说：“我们这儿刚
刚被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
等几部委联合命名为‘中国
传统村落’，你可得为我们
好好宣传宣传。”

站在旁边的村书记李
治辉介绍说：“我们这里的
窑洞是5层窑洞，至今有100
多年的历史，通过修缮，恢
复原貌，游人可以观赏并体
验原汁原味的古文化。”

其实，早在2016年开

始，张俊就瞅准了旅游产
业，他利用从上级水利部门
争取到的1000万元资金，在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建设
中，把书画基地、民俗酒店、
滑翔飞行和特色观光养殖
等旅游项目有机融入。

现在，特色小镇的基础
设施建设接近尾声，其他项
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看到由自己亲手参与打造
的这个旅游产业，张俊信心
满满地说：“过去，我们这儿
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但用
不了多久，一定会成为人人
都想来的富裕村。”

听着张书记的愿景，住
了一辈子窑洞的吕保如老
人眼睛一动不动，仿佛一个
时代，望着另一个时代。

“老年村”的“大蓝图”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杨忠：精忠报国 英名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