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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内蒙古日报》消息 自
治区党委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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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部署会后，锡林郭
勒盟各地迅速行动，对大
学习大讨论工作做出了安
排部署。

5月6日下午，苏尼特
右旗委召开常委会议，专
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和在重庆考察
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要求各部
门立即行动起来，融会贯
通理解、紧密一体落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要将学习内
容细化具体化，逐项对标
对表，坚决按照总书记要
求，展示新担当、新作为。

苏尼特右旗委常委、常
务副旗长蒙根飒认为，大学
习大讨论对改进干部思想
和作风建设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他说：“我们要始终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严守草原生态保护红
线，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认真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
奖政策，落实好禁牧休牧和
草畜平衡制度，加大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力度，大力发展
农牧业绿色产业，促进生态
环境质量的有效提升。”

草原是锡林郭勒盟最
宝贵的资源和最大的资
产，绿色是锡林郭勒盟最
亮丽的底色和名片，全盟
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全区的

26.5%，位于首都北京正北
方，生态地位极其重要。近
年来，该盟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加强
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有
效推动了草原生态环境的
持续好转。锡林郭勒盟农
牧局副局长敖特根巴特尔
说，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
成就，但还远远没达到总

书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
通过大学习大讨论，切实
把思想成果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的路子，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从根本上破解环保
难题，努力把锡林郭勒草
原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
的美丽家乡。

除此之外，该盟将于

近期举办全盟思想再解
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
示范培训班，教育引导全盟
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进一步
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推动锡林郭勒盟经济高
质量发展。（巴依斯古楞）

马定夫村位于山西省
太谷县东南18公里处，原名
枫子岭，坐落在太行山脉的
一个小山头上。为纪念1943
年7月23日在枫子岭战斗中
牺牲的马定夫烈士，太谷县
人民政府把村子更名为马
定夫村。

马定夫，1915年出生，
山西榆社人。1935年考入北
京镜湖高中，积极投身反帝
爱国运动。1936年春加入中

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后，
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参
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9年后，历任中共榆社县
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八路军晋中独立支队政治部
教育科长、民运科长，太行2
分区政治部主任，新编第10
旅第30团政委等职。

1943年，马定夫率领全
团参加了著名的祁县印染
厂战斗，重创日伪守军。6

月，马定夫奉命带领部队赴
晋中地区的太谷县南山中
北岭一带伏击敌军，击毙30
多名日军。

马定夫是抗日战争时
期著名的爱民模范。他关
心战士，热爱群众，所率部
队以遵纪爱民著称，深受
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1943年7月23日，由于叛
徒告密，盘踞在黄卦据点的
200多名日伪军偷袭南山枫子

岭。为掩护群众转移，马定夫
率部与敌血战。战斗中，马定
夫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马定夫牺牲后，噩耗
传到烈士家乡榆社县，人
们悲痛万分，纷纷请战，迅
速组织起120多人的“马定
夫复仇连”。为纪念这位抗
战殉国的勇士，太行2分区

将第30团第3连命名为“马
定夫爱民模范连”。

1964年，太谷县人民政
府为纪念在枫子岭战斗中
牺牲的马定夫等12位革命
烈士，在位于枫子岭东南方
向约一公里处的甘草脑山
顶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及墓
群。每年清明节，当地村民

和来自各地的学生都自发
到墓地悼念缅怀英烈。

“1943年7月下旬，马政
委带领第30团被围困。为了
保卫枫子岭，为了保卫贫下
中农。奋勇突围杀敌人，壮烈
牺牲立功勋……”如今，这首
颂扬马定夫的歌谣仍在当地
传唱。 （据新华社报道）

锡林郭勒盟：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牛粪可以烧，羊粪可
以当肥料。”说起牛羊粪能
干什么？相信很多人的理解
都是仅此而已。

今天，记者要给您讲述
的是牛羊粪从废弃物变为
商品，并且大受消费者青睐
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锡林郭
勒草原上几位创业达人……

有机肥料远销福建省

“目前，我公司产品最
远销售到福建省一家种茶
农场。据反馈，效果很好。”
内蒙古诺民塔拉资源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占布
拉自豪地说。

占布拉是西乌旗巴彦
花镇查干宝格图嘎查牧民。
2014年，他敏锐地察觉到商
机，创办了以牛羊粪为原料
的有机肥料加工厂，通过精
心经营，生产规模越来越
大。2018年，占布拉联合6名
牧民合作投入400万元扩建
了厂房。

如今，公司标准化生产
车间厂房占地1700平方米，

形成加工、包装、运输、销售
为一体的生产链，并与周边
嘎查12名牧民签订长期的
购销合同，覆盖了周围18个
嘎查的牧户。公司员工苏德
毕力格说，不仅在自家门前
实现了就业，每个月还能挣
4500元工资。

公司成立以来，不断拓
宽产业链和扩大生产规模，
把以牛羊粪为原料的有机
肥料卖到了北京、福建等
地，公司年产量达到20万
吨，纯收入达到了200多万
元。

近年来，公司的产品知
名度越来越高，以绿色、有
机为品牌的肥料供不应求，
有效带动了牧民增收。占布
拉说，今后，要加大研发力
度，制作出更多精细的有机
肥料，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牛羊粪变为精美工艺

品

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
相信您也不会把粪便和工
艺品联系到一起。

在锡林郭勒草原，却有

这么一位异想天开的牧民，
用牲畜粪便创作出精美的
工艺品，并且获得了国家专
利。他叫额尔登红格尔，是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
日罕锡力嘎查的牧民。2017
年11月，他的五畜粪手工艺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
利权，获得了《外观设计专
利证书》。

5月2日，记者来到额尔
登红格尔家时，有几位顾客
正在挑选手工艺品，在选好
自己心仪的样品后，开始跟
额尔登红格尔商量定做的
事宜。

顾客乌云格日勒手里
拿着一件做工精美的鼻烟
壶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
是不敢相信牲畜粪便能够
做出这么精美的工艺品，真
是太厉害了。”

额尔登红格尔制作的
五畜粪工艺品所需的原材
料是马、骆驼、牛、绵羊、山
羊的粪便，经过打磨等一系
列工序，精心制作而成。他
制作的工艺品主要以图拉
嘎、鼻烟壶、祭祀筒等民族
手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为主。自获得专利以来，他
的订单从未断过。据粗略估
计，额尔登红格尔制作工艺
品年收入达到了3万元。

如今，很多顾客慕名而
来找他购买、定做工艺品。
有了增收渠道，额尔登红格
尔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认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牧区青年，除了科学养畜，
更应该在延伸产业链上下
功夫。下一步，我准备在旗
里开一家手工艺品店，创作
出更多精品，让草原畜牧业
的附加值得以提高。”

生物燃料温暖千家万

户

西乌珠穆沁旗巴彦呼
舒苏木柴达木嘎查牧民阿
拉腾仓家有300多只羊，一
年能产生近300立方米粪
便，他以每立方米30块钱的
价格，全部卖给了崔树清。

阿拉腾仓说，不仅1年能挣
9000元，还减少了环境污
染，对于我来说，是一箭双
雕的好事。

从牧民家收购回来的
牛羊粪便经过昊鑫生物质
环保颗粒加工有限公司生
产线的筛选、粉碎、烘干、配
置等多道工序之后，变成了
热值很高的生物质燃料颗
粒，1吨能卖到600~800元。

公司总经理崔树清介
绍说，公司生产的6毫米左
右颗粒燃料的热值能达到
3800卡，30毫米左右颗粒的
热值能达到3500卡。

创业初的崔树清花了
30多万元自主研发了用牛
羊粪制作燃料，又东拼西凑
了近500万元建厂，于2018
年正式投产。因为生物质颗
粒与市面上普通煤的热值
和价钱差不多，但更环保，
所以一直供不应求。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忠

实用户牧民乌仁其木格说，
用起来特别干净，火势还很
旺，感觉比烧煤要好很多。

“我区1年产生的牛羊
粪便大概在9000万立方米，
相当于100个水立方的体
积。这些粪便如果处理不
当，是重要污染源，如果利
用好，反而是一个大宝库。”
崔树清说，今年要扩建厂
房，把生物质燃料的产能从
现在的1年2万吨增加到7万
吨。

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
崔树清的公司还和中科院
签订合作协议，对方负责技
术升级，把生物质颗粒的热
值提高1500到2000大卡。

“当下，国家大力提倡
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
山，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
任。今后，我们企业将致力于
绿色无污染的生物质燃料的
推广，努力减少污染，把草原
家乡建设得更加亮丽。”

牛羊粪“变形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回荡在太行山的英雄赞歌———爱民模范马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