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这几天，鄂托克旗乌

兰镇包日塔拉嘎查的驻村

工作队和嘎查负责人，正

忙着给嘎查里的20多亩鱼

塘进行取水化验，为投放

鱼苗做准备。去年，在帮扶

企业内蒙古利民煤焦有限

责任公司的帮助下，包日

塔拉嘎查利用当地 300 亩

天然水库，发展水产养殖

和休闲垂钓项目，今年准

备投入草鱼、鲤鱼等鱼苗

1.8 万尾。“现在我们通过

发展一些垂钓休闲项目，

为下一步的乡村旅游打好

坚实基础。”4月9日，鄂尔

多斯市委宣传部驻鄂托克

旗乌兰镇包日塔拉嘎查第

一书记李锋对记者说。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为突破

口，通过创新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充分利用当地自

然资源，发展多元化产业，

带动脱贫户持续稳定增

收。包日塔拉嘎查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4 户，2016

年底就已脱贫。为了防止

脱贫户返贫，嘎查大力发

展特色种养殖和乡村旅

游，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今年嘎查重点发展

的项目还有肉羊联合体

养殖项目。”李锋说，“我

们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

攻坚的突破口，强化集体

经济和农牧民的利益联

结，让老百姓真正实现增

收致富。”

近年来，鄂托克旗先

后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05

个，切实提高贫困户及“边

缘户”产业扶贫参与和受

益程度，全旗427户945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

脱贫。坚持政府主导、搭建

社会参与平台、培育多元

扶贫主体，鄂托克旗鼓励、

引导和支持企业积极投身

到扶贫产业发展之中。鄂

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哈图

嘎查拥有天然草牧场和草

料基地，为帮助哈图嘎查

发展集体经济，内蒙古德

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出资

为嘎查购买了 100 头安格

斯基础母牛。

近年来，鄂托克旗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脱

贫不脱帮扶”，以政策落

实、增加投入和服务保障

为抓手，因户施策，有效

落实产业、教育、医疗、就

业、兜底等扶贫措施，精

准投送扶持项目，完善扶

贫长效机制，构建了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格

局，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

4 月 22 日，记者来到

木都柴达木村，穿过一丛

丛正在抽枝散叶的崛椽

柳，于浅浅蒙蒙的绿色里

看到一座白墙合围的院

落。“大棚”连着“大棚”，偶

尔听闻哼唧声。详问，原来

是成排的猪舍。打开门，数

头体格健壮的黑猪几欲冲

破栅栏，以为是喂食的人

来了。

苍苍绿原，青青田园。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

镇 木 都 柴 达 木 村 ，围 土

11.64万亩，辖社7个，拥民

354 户 991 人。农牧参半，

农耕文明历久而流芳，蒙

元文化弥新而粲然。美好

家园，望得见蓝天，看得见

碧水，为市级文明村。

“这就是我们的村集

体产业，现在存栏170头黑

猪，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今

年能盈利 30 万余元。为了

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致

富，村里免费给每个贫困户

提供2个猪仔，再拿出利润

的10%给他们分红。”鄂尔

多斯市住建局派驻木都柴

达木村第一书记刘鹏飞说。

人们印象中的木都柴

达木村，美丽但并不富裕，

守 着 青 山 绿 水 无 法“ 变

现”。全村耕地10182亩，自

然草牧场达81808亩，人均

耕地和草场都相对较少，

是一个典型的无资源、无

支柱产业的贫困村，村集

体经济为“零”。多年来，看

天的脸色吃饭，是一辈又

一辈人的苦痛记忆。村民

的主要收入以传统的种植

业、养殖业为主，一年下来

收支账一算，只能将就着

扯平。很多人便选择了外

出务工，虽说挣不多，但也

比在村里务农强。

村民高清利便是如

此，多年来一直在外东奔西

跑。直到父亲高障保生病被

认定为贫困户，他才不情愿

地回了村，但没想到日子过

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去年 7 月，高障保病

逝，给儿子高清利留下一道

“家训”：“党的扶贫政策确

实好，让我们老百姓得到了

真正的实惠。党和政府这么

扶持我们，你一定要好好

干。”生前，高障保在村集体

的带领下养黑猪，帮扶单位

鄂尔多斯市住建局为他家

建成了 160 平方米标准化

养猪棚圈，购买了 5 头母

猪、20头松辽黑猪，当年见

利，收入 10 多万元。如今，

高清利家存栏黑猪 60 多

头，今年还计划扩大规模。

“以前在外打工，没攒下个

钱日子还过得不好，现在收

入高了，人也觉得精神了。”

高清利说。

脱贫攻坚战开始后，

木都柴达木村像一个川剧

演员一样，每一次“变脸”

都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

喜。2018年，在帮扶单位的

支持下，村集体建成了占

地100亩的种猪繁育基地，

引入松辽黑猪，发展成立

养猪合作社，同时把1户贫

困户和 7 户巩固扶持户纳

入养猪合作社，带动他们

学技术、搞养殖，拓宽增收

渠道，实现稳定脱贫致富。

之后又投资50万元建起了

化粪池。黑猪所产生的所

有排泄物，都会得到集中

处理、循环利用，并作为优

质肥料无偿提供给周边农

户。既降低了村民的生产

成本，还净化了人居环境。

这几年，猪场里的黑

猪肉供不应求，市场好评

不断，村集体经济成功“清

零”，这让村党支部书记王

世奎开心不已，村民主动

找他询问养猪相关事宜，

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是个双赢的事情，既可

以盘活村集体经济，又能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王

世奎说。

同时，驻村工作队还

结合木都柴达木村的自身

优势，引导该村因地制宜

发展有机红枣种植产业，

并成立有机红枣种植专业

合作社。枣树瓜果盈利后，

村集体和村民八二分成，

届时每户村民可增收2000

元。如果有村民自己想种，

工作队聘请的技术员将免

费提供栽培技术和养护经

验。

“扶持产业就是最大

的帮扶，贫困户自己挣钱

了才有更大的动力，再加

上村集体有收入，能为贫

困户解决燃眉之急。今年

我们还是按着这个思路

走，效果肯定会更好。”刘

鹏飞说。

现在的木都柴达木

村，随着村民看得见的效

益渐长，产业的带动作用

愈发明显，村民脱贫致富

的积极性也在节节上升。

全村现有猪、羊养殖大户

40户；有3个养殖合作社，

合作社成员有 45 户。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户，巩固扶

持户7户，除了传统的种养

殖，均与黑猪产业或红枣

产业“结缘”。

“敬礼！”铿锵有力的

敬礼声，表达着在场所有

民警对英烈梁学章的无限

哀思和敬意。虽然过去了

30 多年，但淄博市公安局

张店分局的干警们永远不

会忘记这位英雄。他们常常

在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梁

学章墓前开展党课等活动，

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

《便衣警察》红遍大江南北。

梁学章就是这样一名便衣

警察。梁学章，1965年9月

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沣水镇良乡村人，1985年7

月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淄博市公安

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作，成

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作

3年多，他共抓获357名犯

罪嫌疑人，13次光荣负伤。

由于便衣警察工作的

特殊性，梁学章和战友不能

穿警服，只能穿便衣，常年

穿行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车

站、公交车上，随时发现、制

止犯罪行为，擒获犯罪嫌疑

人。刚工作不久，梁学章就

在淄博火车站遇到一名抢

夺旅客钱包的犯罪嫌疑人，

并将其追到了一条死胡同。

无路可走的犯罪嫌疑人掏

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

惧，一脚踩住钢鞭，一脚踢

向犯罪嫌疑人手腕，犯罪嫌

疑人想跳墙逃跑，梁学章迅

即跟着翻上墙头，最终将犯

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

有的事。1986年除夕下午，

天空飘着雪花，梁学章和队

长李行广在火车站拥挤的

人群中巧妙隐蔽，紧紧跟踪

5个形迹可疑的男青年。从

火车站到商场，又到了集

市，足足跟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

具凶相毕露，梁学章临危不

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开

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

擒获，梁学章却在搏斗中被

歹徒用匕首刺伤多处。

梁学章不仅勇敢，更

不怕苦、不怕累。1987 年 2

月，梁学章参与侦破一起

重大贩毒团伙案件，为跟

踪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和

队友张明河化装成乞丐，5

天5夜跟乞丐睡在一起，直

到抓获嫌疑人。

1987 年夏秋之间，为

侦破张店区连续发生的几

起夜晚拦截妇女强奸案，

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玉米

地里连续蹲守了7个夜晚，

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

案时当场将其抓获。

1988 年 12 月，为抓捕

一名全国通缉的特大盗窃

犯罪嫌疑人，梁学章和战

友连续 7 个昼夜没有休息

好，不少队员患了重感冒，

梁学章同样病得厉害，但

他仍咬牙坚持。12月23日

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

发现了这名通缉犯。此时，

梁学章忘记了疲劳和病

痛，面对手持凶器的通缉

犯，他舍生忘死，在头、颈9

处负伤，主动脉被刺破的

情况下，仍顽强搏斗，最终

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犯制

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同年12月31日，梁学

章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为革命烈士，1989 年 1 月

19日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梁学章的精神激励着

我们每一个张店公安人，砥

砺前行、真情奉献，用汗水

和热血擦亮金盾、铸就警

魂。”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

局刑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安烈鹏说。（据新华社报道）

便衣神探梁学章

鄂托克旗：精准脱贫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宝 乐

木都柴达木村黑猪产业“红”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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