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日报》消息 5
月8日，巴彦淖尔市召开全
市年轻干部思想再解放、笃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大学习大讨论专题研讨
会，市委主要领导与60多名

“80后”科级干部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推进全市高
质量发展进行了专题研讨。

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
刚说，当前，全市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以“天赋河套”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为引领，持续推
进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
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建设、乌梁素海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等重点
项目和重点工作，全力推进
绿色产业集聚区、生态文明
示范区、乡村振兴样板区、对
蒙开放先行区、美好生活共
享区建设，积极探索走出一
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的
发展思路、战略定位完全符
合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

党委具体要求，符合我市实
际，我们的发展愿景正在变
为美好现实，这已成为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
和行动自觉，同时也激发了
全市上下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的热情。巴彦淖尔正处于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
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这
就需要全市广大干部，尤其
是年轻干部要切实把思想
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
把行动落实到推动全市高
质量发展上来，一棒接着一
棒跑下去，跑好这场接力赛，
为实现塞上江南、绿色崛起

贡献智慧和力量。
与会年轻干部立足自身

工作实际畅所欲言，为推动
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乌拉特前旗新安镇镇长陈开
亮说：“建设全域绿色有机高
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需要加快提升耕地质量，
推进盐碱地改良，夯实绿色
有机高端产业发展基础。同
时要切实解决好农业用水供

需矛盾，加大套区滴灌配套
工程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力
度，为套区调整种植结构、推
动农业增效提供支持。”

青尖椒种植、脱水加工
是临河区白脑包镇传统优
势产业，镇党委书记杨根虎
说：“我们笃行新发展理念，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精
细种植之路。2018年，我们以
永胜村5个村民小组为核心

区，建设了临河区万亩青尖
椒高产高效科技示范园区，
高标准整治农田，推广统一
开沟起垄、统一育苗移栽、统
一‘四控’行动技术措施，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今年我们
将核心示范面积扩大到
23400亩，促进青尖椒种植、
加工产业提档升级。”
（韩继旺 图古斯毕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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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跑好高质量发展接力赛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杨永跃和她的“最小驻村队员”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赵慧芳

“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连队

母爱无疆，大爱无私。
今年31岁的突泉县宝石镇宝
范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杨永
跃，用实际行动赋予了这句
话新的含义。

一大早，突泉县宝石镇
宝范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杨
永跃便将儿子乐乐送到宝
范村幼儿园。今天的乐乐和
往常一样舍不得妈妈离开，
但还是听话地跟着老师走
进了教室。解除后顾之忧后，
杨永跃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

“乐乐是2018年下半年
来到园里的，一开始不适应，
现在和小朋友们玩的都挺
好的。乐乐的妈妈有时忙得
没时间来接他，放学我就直
接把他送村上去了。”宝范村
幼儿园老师齐晓娜说。

2018年9月，杨永跃接

受组织安排，挑起宝范村扶
贫工作的大梁。刚到宝范村
驻村时，儿子乐乐才两岁多，
宝范村距突泉县城83公里，
因为山路弯道较多，车程需
一个半小时，来回跑非常不
方便。

一边是年幼爱子，一边
是扶贫重任，如何才能两者
兼顾？面对难题，杨永跃毅然
选择将乐乐送到宝范村幼
儿园接受教育，吃住在村，以
村为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扶贫一线，她的儿子乐乐也
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宝石
镇最小驻村队员”。

对于抱着娃下乡扶贫，
杨永跃说：“当时宝范村扶贫
任务挺紧，我儿子又太小，两
边来回跑也不现实，最终决
定带着儿子一起到宝范村。
习总书记也说过，幸福生活

是奋斗出来的，如果我儿子
跟着我在基层能培养出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
觉得这对他是好事。”

在杨永跃看来扶贫不
能单靠政策，还要激发百姓
的内生动力，提高贫困群众
主动脱贫积极性。为此，2018
年底，杨永跃协调多家单位
共同举办了一场以“脱贫光
荣、奋斗幸福”为主题的文艺
联欢会。通过扶贫干部、村干
部、村民共同表演，宣讲扶贫
政策、展示亮点工作、树立脱
贫典型，进一步丰富贫困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改变等靠
要思想。

村民袁秀云就在这次活
动中受益匪浅。“活动完事后
我就天天扭秧歌，没事就唱
歌，干活有劲，生活也有了奔
头和希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

天红火。”袁秀云高兴地说。
与袁秀云同村的郑福

芝这几天也很高兴，因为，她
家通过产业扶贫贷款购置
的两头毛驴马上就要下驹
了。郑福芝家的母驴能够顺
利怀上驹，还多亏了杨永跃
的多方协调。“我家这两头毛
驴挺长时间怀不上驹，杨队
长帮助找兽医、问专家，不久
驴就怀上了，感谢杨队长替
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自驻村以来，杨永跃就
将百姓需求放在心中，按照
中央“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总
体要求，坚持产业先行、多措
并举的方针，着力拓宽全村

脱贫致富路子。她详细了解
村情村貌，积极谋划脱贫致
富方案，寻找脱贫致富对策，
多元发展产业，对66户135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逐人
进行分析，因人因户施策进
行“菜单式”产业扶贫。

“自从杨队长来到宝范
村，宝范村变化特别大，从特
色养殖开始，到肉驴养殖、肉
牛养殖，再到芦花鸡养殖，效
益都特别好。她还注重扶贫
扶志，在她带领下宝范村的
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看到她带着孩子这么努
力，我们更要加把劲儿了。”
村干部刘政伟说。

“咱宝范村2018年整村
出列脱贫了，下一步，我们打
算继续加大牛马驴的养殖总
量，不断把产业做大做强，让
村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杨
永跃信心满满地说。

自扶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在突泉县扶贫攻坚一
线，闪耀着越来越多的“新
星”，他们把群众当作亲人，
俯下身子真扶贫，用自己的
行动奉献着青春，燃烧着热
情，在扶贫攻坚中绽放着光
芒，成为无数扶贫干部的榜
样，更成为全县脱贫工作中
最绚丽的一抹色彩。

岁末年初，在“刘老庄
连”连史馆，陆军第82集团
军某旅上士吕康存面对布
满弹孔的连旗、被折弯的步
枪，想到76年前82位勇士抗
敌三千、以少胜多的英雄
事迹，禁不住心潮汹涌。

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
19团第4连是一支战功卓
著的英雄连队。连长白思
才，江西人，16岁加入红
军，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
初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
员。政治指导员李云鹏，江
苏沛县人，青年学生出身，
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

的政工干部。该连班排长
和战士大多数是全国性抗
日战争爆发后参军的贫苦
农民，政治素质好，在长期
的对敌斗争中培养了顽强
的战斗作风、坚定的战斗
意志和纯熟的战斗技巧。

1943年春，侵华日军
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
地进行大规模残酷“扫
荡”。3月17日，日伪军1000
余人，分兵合围驻六塘河
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
关。4连在连长白思才、指
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奋
勇阻击各路敌人，掩护淮
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
是日，日伪军进行第二次

合围，4连与日伪军在淮阳
北老张集、朱杜庄一带遭
遇。激战半日，于黄昏后再
次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
北的刘老庄地区。18日晨，
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4
连奉命组织防御，全连82
人凭借村前交通沟，英勇
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
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
移，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
围。

虽经数次突围，均未
成功，4连决心固守。连部
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
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
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
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

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
脸！”日伪军集中炮火对4连
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炮击，并
以大队骑兵实施冲击。4连
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
着，不惧牺牲，浴血奋战，连
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
伤日伪军百余人，苦战至黄
昏，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弹
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新四军第3师第7旅为
表彰4连的英雄壮举，命名4
连为“刘老庄连”。朱德总司
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
主义》一文中对82位烈士作

出了很高评价：“全连八十
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
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
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
表现。”新四军代理军长陈
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
中指出：“烈士们殉国牺牲
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
而励来兹。”时任新四军第3
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将军在
八十二烈士的墓碑上题下

“八二烈士，抗敌三千，以少
胜多，美名万古传”的颂扬
诗句。

“我愿意像八十二勇士

一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
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76年后，从小在刘老庄长
大、立志要做八十二勇士接
班人的吕康存许下庄严承
诺。

76年来，“刘老庄连”的
一代代接班人把八十二勇
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红
色基因融到骨子里、浸在血
液中、刻在心尖上，沿着烈
士的光辉足迹，勇往直前，
向着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
的目标奋进。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