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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在柳树抽芽的季节，
记者走进乌兰浩特蒙古族
小学校园，从教室里传出
朗朗书声、阵阵歌声还有
悠扬的琴声。看着学生马
阿迪雅和同学们用蒙汉双
语自编自演的好来宝《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乌兰
浩特蒙古族小学校长包永
梅脸上满是欣慰和自豪。

1994年6月，包永梅怀
着满腔热血走上教育岗位。
在25年的执教生涯中，她曾
担任过15年的班主任兼语
文教师，也曾担任过德育主
任、在农村中心校担任过业
务校长。2009年包永梅成为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法人
代表，作为一所学校的领头
雁，她始终将双语教学作为
蒙古族学校的办学特色，将
培养蒙汉兼通的学生作为

学校培养的目标。
“学生90%以上来自农

村牧区。蒙古语授课的学
生从二年级开始加试汉
语，实行双语教学。为了让
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学好汉
语，从一年级开始就教他
们学习汉语拼音，让他们
借助拼音阅读汉语书籍。”
包永梅介绍，近年来，学校
启动了包括基础课程、拓
展课程和特色课程在内的

“金马驹”课程建设。
“拓展课程和特色课程

注重培养学生全方位能力，
孩子们不仅要学习书本知
识，还要变得多才多艺。”教
务处副主任乌云高娃说，拓
展课程是基础课程的延伸，
每周二下午，学生们用自编
的校本教材，学习蒙古语阅
读、成吉思汗箴言、珠心算

等内容。每周四下午是
“5+X”特色课程，5代表马头
琴、安代舞、科尔沁长调、蒙
汉书法、好来宝5项必学课
程，X代表42个自选课程。特
色课程邀请了蒙古族刺绣
奥日雅玛拉非遗传承人柏
开花、蒙语书法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七斤、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金永
光、国家一级四胡演奏家阿
古拉等老师教学，推动校园
文化建设，发现并培养青少
年艺术人才。

“科尔沁地区不仅有蒙
古族、汉族，还有很多少数
民族兄弟姐妹，学校的一校
一品特色办学就是为了传
承和发扬科尔沁文化。此
外，学校校训‘植根草原，放
眼世界’，目的是让孩子们
从小了解科尔沁文化，教育

他们从小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包永梅说。

怀着这样的想法，包
永梅将办学理念确定为

“爱合教育温馨校园”，并
在学校建起科尔沁民俗
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
尔沁文化教育基地、成吉
思汗文化教育基地、马头
琴教育基地、创新教育基
地、蒙药基地及蒙药种植
基地等“一馆十个基地”。

如今，包永梅管理的学
校取得了全国民族团结创建
示范单位、全国民族特色学
校、全国特色足球学校、全国

“十三五”课程改革基地、全
国教学改革先进学校、国际

“齐宝力高”马头琴培训基地

及第二届乌兰夫蒙古语言
文字奖、全区首批教改实验
先进学校、自治区特色教育
实验学校等殊荣。“包校长带
领教职工见证了蒙古族小
学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历
程。”副校长于雪峰说。

在履行校长职责之
余，包永梅潜心钻研教学，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积极组
织参加课题研究，参与教改
实验，撰写的多篇论文先后
发表在国家、省区级刊物上，
并在全国首届八省区蒙古语
授课小学汉语学科中青年教
师创新课评选中获一等奖，
在次年的评选活动中被特邀
为汉语学科评委。因业务能
力突出，她还多次受邀参加

全国蒙古文教材审查会议。
辛勤的付出，总能换来

累累硕果。2016年包永梅作
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自治
区第十届党员代表大会，先
后获得全国教育科研百强
校长、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
育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先进
教育工作者、兴安盟民族团
结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称号。

为了教育事业，包永梅
把满腔热忱融入到教育教学
中，无私奉献、育人培根。“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
是做到用心、用情，我要继续
扎根在这片民族教育沃土，
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建设
者和接班人。”包永梅说。

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
博物馆，收藏着11000余名
烈士的姓名，汪德祥就是
其中一位。

汪德祥，1916年出生
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
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过
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
中央临时政府成立，红军
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开
展土地革命，汪德祥积极

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在革
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当年
加入了青年团，这年他刚
满15岁。同年，他说服母亲
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并于
193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他先后担任传令兵、班
长、总部译电员，追随部队
转战南北。长征中，不到20
岁的汪德祥跟随红四方面
军翻雪山过草地，忍受着饥
饿寒冷，英勇前进。1936年

长征胜利会师后，汪德祥又
随西路军总部直属队转战
河西走廊，与军阀马步芳部
队展开浴血奋战。

1937年4月底，西路军
左支队历尽艰险到达星星
峡，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
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
疆。在陈云的倡议和组织
下，我党利用苏联援助盛
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技术，
以迪化为训练军事部的重
要基地，兴办我军多兵种

多学科的军事技术学校。
1938年3月3日，航空队举
行开学典礼，汪德祥等25
名青年学员被编入飞行
班。汪德祥与战友们进入
航空队之后，就投入到紧
张的航空基础理论和飞机
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
专业知识的学习，随后进
入了单机飞行训练。无论

是理论学习还是飞行实
习，汪德祥的成绩总是遥
遥领先。

1942年6月9日清晨，
他驾驶一架双翼战斗机升
向3000米高空，开始了高
难技术飞行训练。平时，他
对飞行技术精益求精，严
格要求自己，从不马虎。这
天，当他做完大小坡度的

盘旋急转弯之后，开始翻
滚表演，第一次做得不够
理想，于是又进行了第二
次特技训练。突然发生意
外，飞机旋转速度出现了
异常，刹那间飞机由翻滚
变成了螺旋下降。为了保
住飞机，汪德祥放弃了跳伞
逃生的机会，以身殉职，年
仅26岁。（据新华社报道）

绽放在科尔沁的民族教育之花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签了这份合作协议，
我们合作社的产品就多了
一条销路，对于农牧民真
是件大好事儿。”3月30日，
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农校
对接”校企对接会上，商都
县鑫磊蔬菜专业合作社和
集宁师范学院签署了合作
协议，合作社负责人谷守
江手拿着协议书，高兴得
合不拢嘴。

这次“农校对接”校企
对接会是由自治区扶贫
办、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
教育厅主办，内蒙古师范
大学、自治区生物技术研
究院协办。有全区14所高
校和97家农牧业产业化企
业和合作社参会，主要涵
盖粮、油、乳、肉、蔬菜等产

品。为农畜产品直供高校
打通渠道，降低学生食堂
的采购成本，促进高校优
先采购贫困地区农畜产
品，组织贫困地区农畜产
品定向直供直销高校食堂
提供了有效的对接平台。

这次对接会的召开也
标志着我区“农校对接”工
作正式启动。“农校对接”是
农畜产品产销对接的一种
新模式，是产业精准扶贫的
有益探索，通过生产和市场
相衔接的扶贫方式，推动院
校与产业扶贫企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有
效对接，把贫困地区的农副
产品直供给高校食堂，既增
加了贫困地区农牧民收入，
又减少了高校采购中间环

节，降低采购成本，实现互
利双赢。

校企对接洽谈的现场
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各家
企业、合作社拿着鸡蛋、小
米、马铃薯等产品样品和宣
传单穿梭在各大高校代表
的桌前。“我们是一家集马
铃薯和蔬菜产加销、技术指
导、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2018年与当地
1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
了马铃薯、蔬菜、散养鸡等
订单。有了高校食堂这条销
路，贫困户的产品更不愁卖
了。”谷守江说，两天后，集
宁师范学院就要与合作社
具体协商大米和白面的预
定数量，一周后第一批农畜
产品就能送达学校。

据自治区农牧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刘永志介绍，
下一步，各盟市农牧部门
将加强对校企对接试点工
作的督促指导，及时跟踪
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
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各
农牧企业还要积极与高校
进行互通互联，针对学校
实际需求调整种植养殖结
构和产品方向。同时，争取
高校的智力支持，与职业
院校联合制定培养计划或
为高校学生实习提供便利

条件，充分解决企业对高
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实
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推进“农校对接”，需要
建立长效机制和共享平台。
为此，我区还建立了“农校
对接”网，目前已经完成第
一期的开发，主要功能是按
照《校企对接推进企业汇总
表》和《试点高校需求表》为
企业和高校提供注册和信
息发布的平台。随着平台功
能的完善，“农校对接”网将
开发政务服务功能、供求

精准对接功能和可追溯功
能，形成一个专业的“农校
对接”平台。

下一步，全区各盟市
和旗县将按照自治区扶贫
办、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
教育厅联合印发的《关于
开展“农校对接”助推脱贫
攻坚试点的指导意见》和
《关于开展“农校对接”试
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
启动“农校对接”试点工
作，全面提升贫困农牧户
农畜产品销售渠道。

开启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新模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雪茹

汪德祥：以身殉职的红军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