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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鞭炮声热热闹闹响起，

送亲队伍到了门口。为了这

天，朝格图盼望了3年。

2019年12月23日，通

辽市库伦旗茫汗苏木早布

日根塔拉嘎查，建档立卡贫

困户朝格图在脱贫不到一

年的时间喜上加喜，从邻近

嘎查娶了个漂亮媳妇儿。

“前几年生活困难，没

勇气谈恋爱。现在脱贫了，

生活改善了，娶媳妇就水到

渠成啦”27 岁的牧民朝格

图高兴地对记者说。

朝格图幼年丧母，与父

亲相依为命。他父亲多年给

别人放羊，落下了一身病，

偏头痛、类风湿需要常年吃

药，加上耕地少，牛羊少，朝

格图家一度连吃饭都成了

问题。朝格图17岁那年，骑

摩托车摔倒，左脚受伤，被

鉴定为三级残疾。虽然身体

残疾了，但为了改善生活，

两年后他便跑到库伦旗民

族职业中学学了驾驶装载

机技术。毕业后，他一边照

顾父亲，一边在库伦旗打工

开车维持生活。

2015年，朝格图父子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6月，驻嘎查工作队落实

扶贫政策，给了他家2头基

础母牛，还落实农村低保等

多项精准扶贫措施，他们的

生活有了起色。2017年，朝

格图装修了老房子，新建了

院子，盖上了牛圈牛棚。现如

今房子更加整洁、明亮了。

“修房的时候，政府给

了我家14500元补助。党和

政府对我们家这些年的关

怀与帮助，我永远不会忘

记”，朝格图说。“政府‘兜了

底’，致富得靠自己。上级不

仅给我们物质上的资助，更

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极大

的鼓舞。我的身体虽然残疾，

但我有一颗积极向上、感恩

的心。”朝格图认真地说。

“只要有活儿就接”，朝

格图一直坚持，就这样没有

节假日的勤奋工作着。俗话

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2017 年开始，他的年收入

达到了六万多元。此时，他

首先想到的是摘掉贫困户

的帽子，不给政府添负担。

2017 年 3 月、2018 年 5 月，

他先后两次给嘎查委员会

主 动 提 交 脱 贫 申 请 书 。

2018年12月末，经过验收，

朝格图一家正式脱贫。

如今，朝格图家扶贫项

目送来的2头牛已繁殖到5

头，加上自己买的牛，朝格图

家有23头牛了。“家有梧桐

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脱贫

后不久，他在微信朋友圈认

识了邻近嘎查的姑娘金兰。

“他待人友好，为人诚

实，勤劳能干，对生活充满信

心。”金兰这样评价朝格图。

婚礼上，亲朋好友来祝

贺，嘎查脱贫工作队成员也

送来祝福。朝格图紧握新娘

金兰的手开心地说：“今后，

我们俩要靠勤劳和智慧创

造幸福生活，还要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这话引来

全场热烈的掌声。

脱贫户朝格图娶媳妇儿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音孟克 长 河 鲍庆胜

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县高兴镇的合兴村，白墙

绿瓦，绿树成荫，小河环绕

村子流过，当地百姓至今

还常常念起在这里出生和

成长的叶运高将军。

叶运高，原名叶茂才，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14年

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养

成了勤劳、勇敢、坚强的性

格。红军一到兴国，16岁的

叶运高就报名参加了中国

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8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站岗、放哨、支

前，积极投入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

运高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

治部宣传员、连政治指导

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训练

队队长。长征途中，张国焘

阴谋制造分裂，他接受彭德

怀军团长交给的紧急任务，

冒着生命危险，一个小时内

奔走 20 多里，将命令亲自

交给中央军委后梯队司令

员邓发，使军委后梯队及时

转移北上，离开了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

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公安局

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

第三科科长。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

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进行

坚决斗争，平反和纠正了一

批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党

的优秀干部。1944年，叶运

高接手甄别、审查王遵级“女

间谍”案工作，他不顾个人得

失，一次次将甄别结论亲手

送到康生手中，并据理力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运

高任冀中行政公署公安局

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

部保卫部副部长。1948年4

月，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

庄指挥战斗期间，在敌机

来袭时，叶运高在千钧一

发之际，将毛泽东护送到

防空洞后，敌机炸弹就落

到毛泽东住所院内。

新中国成立后，叶运高

任原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

部代部长、部长，原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保卫部副部长、总参谋部

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通信

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

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

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的残酷迫害。后彻底平反，

恢复名誉。他重新工作后，

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经常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长期带病

坚持工作，为军队通信现代

化建设一直工作到生命的

最后一息。1979 年 9 月 21

日，他在主持召开总参民兵

通信工作座谈会期间，心脏

病突然发作，在江苏省镇江

市逝世，享年65岁。

为纪念叶运高等开国

将军，兴国县 2003 年建设

了将军园、将军馆，叶运高

将军的雕像同兴国其他55

名开国将军一起，矗立在

将军园广场。将军馆内，叶

运高等将军的生平介绍、

革命故事和参与的重大事

件等都进行了陈展，这里

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和游

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基地。（据新华社报道）

忠于革命事业的少将叶运高

日前，记者走进兴安盟

扎赉特旗胡尔勒镇沙巴尔

吐嘎查黄永利家，成堆的玉

米，肥壮的肉牛、肉驴，让这

个宽阔的农家院充满生机。

41岁的黄永利不善言

谈，却非常能干，一天的采

访中，看到他一刻也不得

闲。白天扫院子、喂牛、喂

驴、打饲料，天色渐晚忙完

院子里的活，他又开始忙屋

里，烧炕、点锅炉、做饭，只

有陪老妈聊天时才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忙碌间，黄永

利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镇

村干部的真帮实扶，让我家

能够改变贫困面貌，今后我

要做劳动致富的新农民。”

黄永利和67岁的母亲

生活在一起，老人一只眼睛

失明，身体不好，全靠儿子

儿媳照顾着。见到记者，黄

永利母亲包乌拉不停地念

叨着：“我现在享福了，现在

的日子好着呢。”

晚上7点多，黄永利的

妻子刘艳才从地里回来，这

段时间正是秋收大忙时节，

刘艳出去帮人家收玉米一

天能挣180元钱。连续10多

天刘艳都是早晨 4 点半出

发，晚上7点多回来，一干就

是10多个小时。为了不影响

刘艳第二天的工作，我们决

定住在黄永利家，好好聊聊

这几年他家发生的变化。

“2012 年刚结婚的时

候什么都没有，就 2 间房

子，墙面乌黑，铺个炕席，屋

里没有暖气，冬天冻得杠杠

的。老人身体也不好，家里

只有14亩地都租出去了。”

回忆起刚来到这个家时的

样子，刘艳记忆深刻。

刘艳常说：“有妈才有

家，要好好侍候老人，好好

尽孝。”为了给老人创造更

好的生活，2012年开始，黄

永利和妻子外出打工，挣钱

给母亲看病。2013 年嘎查

给无房户盖了50平方米的

住房，解决了住的问题。

2014年由于不放心母亲一

人生活，黄永利夫妇决定回

家，也是在这一年，黄永利

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旗精准扶贫工作的

全面开展，给他家带来了奔

向幸福生活的极大信心；镇

村和上级部门的真帮实扶，

给他依靠劳动致富增添了

无限动力。2015年，黄永利

夫妇用打工挣来的钱，自己

动手扩建了家里的住房，盖

了 80 平方米的仓房。借助

健康扶贫政策老人看病也

不用愁了，负担减轻了许

多。14 亩地的收入不够一

家人的生活，黄永利夫妇最

大的愿望就是发展养殖业。

2017 年、2018 年借助

产业扶贫政策，嘎查统一发

展肉驴、肉牛养殖，2 年间

黄永利先后领到了 3 头母

驴和2头牛。黄永利把扶贫

牛和扶贫驴视若珍宝，精心

饲养。家里的 14 亩地全部

种植适合当饲料的玉米品

种，还购买了粉碎机、颗粒

机，将地里的玉米秸秆粉碎

后做成颗粒饲料，真正做到

了为养而种。当初的3头基

础母驴现已发展到6头。看

到黄永利肉驴养得好，同嘎

查的宝玉良把自己家的 2

头基础母驴放在黄永利家

代养，收入三七分，黄永利

占七成，宝玉良占三成。同

时家里的粉碎机、颗粒机还

可以为嘎查其他养殖户代

为加工饲料，2019 年仅半

年时间黄永利就收入2000

多元。

采访中，黄永利兴奋地

说：“刚开始我家一年人均

收入才2000多元钱，现在一

年达到1万多块钱儿了。”

刘艳坐在干净亮堂的

屋子里高兴地说：“现在地

也铺了瓷砖，顶棚也都新修

了，暖气也安上了，日子是

越过越好了。”

“借助党的好政策我们

脱贫了，今后我们两个一起

努力增收致富”。勤劳能干、

孝顺善良的黄永利夫妇信

心满满地说。

第二天凌晨4点，窗外

还是漆黑一片，刘艳就悄悄

地洗漱一下走出家门开始

一天的劳作。伴随初升的太

阳，黄永利又在院子里忙碌

起来。

“我家人均年收入1万块钱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刘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