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30日
本版主编：陈汇江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绍 文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乌兰浩特市群众反

映，城区散煤污染治理水

平不高，季节性大气污染

问题比较突出。

乌兰浩特市认真开展
自查自纠，全面暂停市区
煤炭经营点审批工作，取
缔11家不达标煤炭经营
点，要求其余煤炭经营点
设置围挡、苫盖、喷淋等设
施。采取投入50台新能源
公交车、淘汰10蒸吨以下
小锅炉等措施，着力解决
大气污染问题。

（兴安盟委办公室）

2.某矿山企业职工反

映，企业尾矿库存在安全

隐患。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针
对该企业尾矿库启动专项
执法检查，发现6项安全隐
患问题，包括尾矿库在线
监测设施中的雨量分析、
水位查询的数据失效等管
理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尾矿
库矿浆排放支管长度不够
等企业认识不足导致的隐
患。执法人员请矿山安全专
家就尾矿库安全管理进行
现场宣讲，分析隐患原因，

指出存在问题，给出对策建
议，要求企业高度重视，认
真整改，切实排除安全隐
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3.基层妇女工作者反

映，我区家庭教育理论研

究不足，影响家庭教育事

业发展。

自治区妇联强化家庭
教育理论研究，通过举办
家庭教育讲座、学习论坛
等推动理论成果转化。在
乌兰察布市举办全国“家
庭教育指导者专业能力提
升”研修班，来自区内外的

家庭教育指导者和工作者
130余人参加。日前召开了
内蒙古家庭与社区教育学
会筹备大会，该学会的成
立将为内蒙古家庭教育和
社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
研究、学习交流的重要平
台。 （自治区妇联）

4.通过调研发现，全区

仍有142所中小学（含教学

点）没有接入互联网。

自治区教育厅联合自
治区通信管理局研究制定
《关于开展学校联网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协调基础
电信运营商推出中小学
（教学点）宽带接入优惠政
策。7月中旬召开了学校联

网攻坚行动推进会，有序
推进学校联网攻坚行动。
截至8月1日，全区所有中
小学（含教学点）全部接入
互联网，特别是“推进会”
后，通辽市仅用13天将原
来107所没联网的中小学
（含教学点）全部联网。

（自治区教育厅）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
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
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
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
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
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
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
声中动摇；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是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

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
胁，在狱中留下的题为《我
的“自白书”》的著名诗篇。

陈然，1923年11月出生
于河北省香河县。1937年全
国抗战爆发后，随家人流亡
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
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
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
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7年初，在中共南
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

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
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
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47
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
印《挺进报》，他先任《挺进
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
记，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

1948年4月22日，由于
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
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
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
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
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

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
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
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
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
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
为“狱中挺进报”。1949年10
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
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
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
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
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
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牺
牲时年仅26岁。他以自己的
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
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
为革命斗争到底！”

陈然烈士的英勇事迹，
一直在家乡香河县广为传
颂。2017年4月，香河县文博

馆在香河县文化艺术中心
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英雄
的事迹在文博馆二层显著
位置陈列，供当地群众和游
客瞻仰学习。每逢清明节、

“七一”、国庆节等节假日，
都会有学生、各级干部和广
大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聆听
讲解员讲解烈士事迹，接受
红色教育。（据新华社报道）

陈然：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
环境整洁、邻里团结、各项
服务功能健全……说起社
区这些年的变化，大家不
约而同地提到一个人———
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
书记、主任李佳。

爱民社区在锡林郭勒
草原上是一个明星社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锡林郭勒盟视察工作时，
深入到爱民社区，叮嘱社
区负责人：“要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
众排忧解难。”

此后，作为爱民社区的
“大当家”，李佳始终牢记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把群
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
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积极带领社区干部着力打
造“关爱型”社区，为居民办
实事、办好事，让爱民社区
的面貌日新月异。

“一张桌子，几名老阿
姨”，这是人们曾经对社区
工作人员的评价。“如今可
不同了，社区涌入了年轻

的新生力量，他们有激情、
有知识、有想法，很多都是
通过考试进来的‘95后’大
学生，我都快成工作人员
中年纪最大的‘社区大妈’
了。”李佳笑着说。

李佳说，随着时代的
变迁，社区和居民生活不
断发生改变，而她亲眼见
证了“小社区”的“大变
化”。李佳与社区“结缘”是
在2006年。李佳记得，那时
社区的办公场所是一幢200
多平方米的小二楼，社区住
户少且基本都是平房，工作
人员则是每天挨家挨户地
跑，忙活着整治环境卫生、
宣传计划生育、调解邻里矛
盾、救助弱势群体。

2012年，李佳调入爱
民社区任社区党总支书
记、主任后，立即入户、建
微信群、查阅档案。她说，
清楚群众需要，才能服务
好群众。爱民社区属地理
位置偏僻、人口众多的老
旧小区，为解决居民办事
程序多、耗时长的问题，李

佳从方便居民、规范服务
等措施入手，时刻叮嘱社
区便民服务大厅工作人员
做到“进一门办好一切，找
一人办成一切，按承诺限
时办完一切”，社区服务
也从过去的“老几样”变成
了综治、民政、计生、劳动
保障等几十项。

与过去相比，爱民社
区这几年还建起了“社区
党支部志愿服务团队党员
服务岗”三级联动服务体
系，目前已经有了党员、低
保、巾帼、治安、消防等8支
志愿者队伍，实现了小事不
出楼院、大事不出社区。谈
及为何萌生增加志愿服务
的想法，李佳说：“因为社区
里老人、残疾人比较多，他
们购物、办事都不方便，社
区工作人员便主动上门服
务。现在人们的素质越来越
高了，所以志愿者及服务
内容都在不断扩充。”

为了让党组织的凝聚
力更加凸显，在李佳等人
的努力下，2018年5月，爱

民社区成立了党委，直管
党员140名。还与8家驻区
单位成立了联合党委，建
立了区域工作制度和议事
规则，共同商议社区内公
共事务，共同开展社区公
益活动，实现了资源共享。

自联合党委成立以
来，召开党建联席会议6
次，协调解决环境卫生、老
旧小区地下管道维修等问
题21件，举办结对帮扶等
活动18次。结合网格化管
理工作，成立5个网格党小
组，将网格员和网格内的
社区直管党员纳入党小
组，根据群众需求，提供政
策宣传、办理准生证、帮助
行动不便的居民购物等有
针对性的服务。

为了给辖区贫困人口
和低收入群体解决实际问

题，在积极争取下，2017年
7月引进了锡林浩特市爱
心企业———德克隆超市进
驻社区，对原有“民惠超
市”进行升级提档，设置打
折购物、进价直销、爱心兑
换、免费发放4个功能区，
采取凭卡购买、爱心兑换、
送货上门等措施，对居民实
施关爱救助服务。辖区内低
保户、边缘户和困难群众凭
社区发放的“爱心优惠卡”
可享受商品打折和进价购
买等优惠。“免费发放区”定
期不定期接受民政、红会和
社会各方的救助及捐赠，免
费为辖区困难人群发放米
面油、衣物等生活物资。“民
惠超市”每年让利销售生活
用品3万余元，积分兑换
3200元，免费发放衣物、粮
油价值2万元。

如今的爱民社区卫生
服务站将居民建档率提高
到95%以上，实现了医保刷
卡，扩大了输液室，新增了
心电图机和B超机，为65岁
以上的老年人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重点慢性病人
群进行免费体检；同时，新
增了残疾人康复室，为残
疾人的康复治疗提供场所
和指导；服务大厅新设了
物业服务窗口，主要为没
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清
理垃圾、维修水电暖；舞蹈
排练室更换了崭新的木地
板，增添了2台液晶电视
机，有了专门的调音室和
更衣室……

“时代在变，社区也在
变，但我们党员服务老百姓
的真心永远不能变。”说这
句话时，李佳语气坚定。

李佳：服务老百姓的真心永远不能变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