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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也许你不相信，一个
拄着双拐的残疾人不仅自
主创业，还能带领10多位
残疾人开网店共同致富。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刘凯
用实际行动做了最好的回
答。

身残志坚 选定网商

来圆梦

来到卓资县电子商务
扶贫产业园见到刘凯的时
候，他架着双拐，正在拍摄
室为雪菊茶拍摄展示照
片，一杯浓浓雪菊泡茶放
在中间，周边配有亮红色
的“新农人”雪菊茶包装盒
和包装罐，位置恰当、灯光
柔和，随着一声声“咔嚓”
闪光灯闪烁，一张张布局
合理、色彩诱人的宣传照
就拍好了。

此次拍摄的照片是刘
凯为自治区红十字会、商
务厅举办的全区红十字电
商扶贫众筹大赛而准备
的。为了进入全国决赛，获
得“博爱家园·生计保护”
项目资金的资助，刘凯团
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比
赛所需的资质证书、相关
材料、样品……一丝一毫
都不能马虎，他说他有信
心拿到名次。

27岁的刘凯先天患有
小儿麻痹，拄着双拐，行动
不便，大学毕业四处求职

碰壁之后，萌生了利用电
商销售当地农特产品的
想法。不服输、不言败的
刘凯立刻行动起来，于
2017年10月注册成立内
蒙古飞梦残疾人网络商
贸有限公司。隔行如隔
山，大学学习广告设计的
刘凯在公司的经营上遇
到了很多困难。听说卓资
县电子商务扶贫产业园
里有电商方面专业的老
师，于是，他就找到了负
责人郭宏伟求助。

郭宏伟坦言，他被刘
凯积极、乐观、向上的精
神所打动，感受到了刘凯
满满的正能量，他希望尽
自己所能帮助刘凯。随
即，郭宏伟为刘凯团队提
供了办公场所、摄影棚、
直播间、产品展示区等一
套完善的电商公共服务
设施，并安排老师手把手
地指导刘凯快速掌握电
商运营技术，还针对刘
凯团队的特殊情况，进
行了农产品电商发展规
划，选择了具备卓资地
域特征的产品雪菊作为
主要销售产品。取经之
后的刘凯注册了新农人
商标，将雪菊搬上了他
的电商平台。

网店初见规模，刘凯
除了日常的接单、包装、发
货之外，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招聘贫困户加入他的

分销体制，这回，刘凯将目
光对准了因病致残的贫困
残疾人。

手把手教 用爱激励

身边人

5月13日，尽管已是初
夏，可冷空气的侵袭让人
感到依旧寒风料峭。临近
中午，刘凯骑着他的三轮
车来到了位于镇北富祥移
民小区、残疾人赵建芳的
家，他此行的目的是帮助
赵建芳自媒体宣传他的雪
菊茶。几张拍摄精美的照
片，加上一小段儿介绍雪
菊功效的文字，通过他的
教授，赵建芳用脚操作着
手机发到了朋友圈，一个
色泽鲜艳、绿色健康的雪
菊广告，通过微信传播了
出去。只要有人订购，赵建
芳就可以有一部分的销售
提成。

虽说赵建芳先天重度
脑瘫，但她的事迹却让人
感动。她的双手无法自主
活动，双脚也无法行走，更
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硬
是凭借自学，用脚一个字
一个字地写出25万字的自
传体文学作品 《挑战命
运》。今年39岁的赵建芳也
曾沮丧过、悲观过、放弃
过，一直是母亲刘香梅照
顾鼓励着。迷茫之时，赵建
芳2018年3月偶然结识了

刘凯，就试着和刘凯学习
用手机添加微信好友，通
过朋友圈转发刘凯制作的
农特产品广告，试着通过
直播平台直播积累人气，
销售“新农人”的特色农副
产品，当年就收入将近1万
元。母亲刘香梅告诉记者，
这1万元的收入，不仅改变
了家庭生活的现状，解决
了现有的困境，更是让赵
建芳的精神面貌大为改
观，更加坚定了她好好活
下去的信心。

不仅仅是赵建芳，刘
凯公司的团队成员全部身
患残疾。56岁的雷海平是
团队中的老大姐，同样因
小儿麻痹致残，认识刘凯
的2年中，他们几乎天天
在一起，同样的经历，同
样的病症让雷大姐对这
个年轻人格外信任。2年
来，他们一起风雨同舟，
严把农产品进货关、努力
拓宽电商渠道，通过自己
的双手开辟一片属于自
己的天地。雷大姐告诉记
者，在忙忙碌碌的工作
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
己的精神状态，从过去伸
手要钱养活两个儿子，到
一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这

是一个质的改变，自己也
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也能挣
钱了！

在跟随刘凯采访的过
程中，记者注意到，刘凯有
两个“好伙伴”，一个是他
架着的双拐、一个是为他
提供代步的三轮车，两个

“伙伴”时时陪着他采购、
回公司、做家访、去发货。
乐观的刘凯告诉记者，他
也曾接受过资助，可是面
对困境，他不希望自己只
是一个弱者，他开网店、办
公司，竭尽所能帮助周边
的贫困残疾人。你不能来，
我就去；第一次你不积极，
那我就多跑几趟；用手机
不方便，那我就多教你几
次。在坚持不懈的鼓励与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到刘凯的互联网销售行
列中，他既珍惜又享受着
自己努力又带动别人挣钱
的过程。

只要努力 梦想终究

会实现

如今的刘凯不再是为
个人奋斗。他感慨地说：

“我很看中这次创业的经
历，不仅仅是希望自己能

够过得更好，更是为了身
后站着的残疾同胞们。我
希望自己的‘新农人’品牌
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
个绿色、有机、高品质的代
名词。”由此，他在雪菊供
应商的选择上比较严格苛
刻。

卓资县电子商务扶贫
产业园给他推荐了该县承
星农业开发农民专业合作
社后，刘凯多次走访调查，
销售中严格要求供应商保
证品质。品质决定市场，怀
揣梦想的刘凯要把公司发
展成一个集种植、仓储、销
售、物流于一体的公司，能
够带动更多的贫困残疾人
自食其力。

采访中，刘凯告诉我
们，虽说生活遇到了很多
的不如意，但是好在他遇
到了很多的好心人，在他
遇到困境的时候无条件地
帮助到自己，让他感受到
了社会和政府所给予的温
暖和关怀。如今，创业初见
成效，他感慨万分，他说，

“过去人们帮助我，现在我
也能帮助别人了！过去我
妈看着我愁得不知道能干
啥，现在，我是我妈的骄
傲！”

2019年春节，山东济
南一间普通民居里，55岁
的许健按风俗为先人焚香
烧纸，向爷爷许国璋缅怀
致敬。

川军将领许国璋，字
宪廷，1898年出生，四川成
都人。早年加入川军。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国璋
任第3师9旅25团团长。后
随第29集团军出川抗日，
任第67军483旅旅长。

摊开地图，指尖从四川
划起，一路划过黄梅、鄂东、
京山、钟山、大洪山……这
是许国璋战斗的路线。

1938年6月，侵华日军
溯长江西上，以25万余人
兵力，动用各型舰艇120余
艘、飞机300余架，从长江
南北分兵进逼武汉。中国

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
中心，同日本侵略军展开
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武
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战场最
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
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
会战。中国军队以巨大的
牺牲，为大量工厂、民众向
西转移争取了时间。迫使
日军因战线加长、国力所
限，只能从战略进攻向战
略相持转变，“速战速决”
迷梦彻底破灭。

许国璋率部参加了黄
（梅）广（济）战役，奉命在
黄梅以南阻击日军，坚守
阵地达一个月之久。10月，
许国璋率部掩护战区主力
转移，在鄂东上巴河战役
中，重创日军。同年秋，许国
璋又率部进驻京山、钟山、

大洪山等地，与日军多次作
战。1941年升任第67军150
师副师长，次年升任师长。

1943年11月，侵华日
军为牵制我滇西大反攻，
出动10万余人，飞机130余
架，对常德守军实施猛烈
轰炸，并施放毒气弹、燃烧
弹，发起无数次的白刃冲
锋。第57师与敌苦战16昼
夜，全师官兵9000余人生
还者不足百人！

许国璋率150师在一
次伏击中，俘获一个军用
皮包，包里装有一张五万
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地图
上标明，日军将要发动一
场新的攻势，其主攻的箭
头矢标直指常德！这为备
战提供了重要情报。

至11月下旬，日军已

从西北和东北两路逼近常
德和桃源。阻击西北一路
敌军的任务落到了29集团
军肩上。许国璋150师受命
占领常德北面的太阳山。
只要占领太阳山和邻近的
太浮山，日军在常德就无
法立住脚。

此前150师在南县和
安乡一线迟滞敌人、辗转
作战已20余日，早已伤亡
惨重、残破不全。当到达澧
水岸边，右前方津市正面
之敌已渡过澧水，向150师
截击而来！许国璋当机立
断，分兵速进，自己率师部
和两连士兵跟进。不料日
军得知前面是150师部消

息后，迅速插到师主力和
师部之间，与尾追而来的
敌人两面夹击。许国璋率
部且战且走，退到常德西
面十来公里的陬市镇。敌
人紧追不舍，在黄昏时将
陬市镇三面围住。

陬市镇临河而建，三
面临敌，一面临江。

最后关头，许国璋命
令销毁电台和密码，全体
师部人员提枪上阵。一颗
炮弹在身后爆炸，许国璋
一头栽倒在地上……官兵
误以为师长已死，让两名
渔民驾船将师长“遗体”送
至南岸。

翌日清晨，许师长逐渐

清醒过来，问及左右，才知
道陬市已被敌人占领，自己
伤后被抬过南岸。奄奄一息
的许国璋突然挣扎着断断
续续地大声说道：“我……
我是军人，应该……死在战
场上！你们把我抬过河，这
是害了我！”天还没有大亮，
一声枪响，许国璋用卫士的
手枪自尽殉国。后被国民政
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许国璋殉国后，遗体
被送回故乡成都市，雕塑
家刘开渠为其塑像纪念，
与刘湘、李家钰、王铭章的
塑像一同屹立在成都市少
城公园，称为四将军像。

（据新华社报道）

身已许国，大宗执璋！
———记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川军将领许国璋

“现在，我是我妈的骄傲！”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