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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杨永：奋不顾身完成使命

5月7日，走进艾罕民

族服饰店，一排做工精美

的民族服饰映入眼帘，几

名缝纫工人正在专心致志

地飞针走线，店主哈斯格

日乐在桌案旁给学员们讲

解、演示裁剪技巧。

51岁的哈斯格日乐是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旗远近闻名的鄂温克族服

饰匠人，是当地特色产业精

准脱贫示范户，她经营的服

饰店2019年被评定为呼伦

贝尔市“巾帼脱贫示范基

地”和“巾帼巧手致富示范

基地”。“扶贫政策让我重拾

手艺，还了很多外债，也帮

了不少人。”谈起脱贫之路，

哈斯格日乐的泪水在眼眶

里打转，不服输的性格和国

家扶贫好政策不但让她自

己脱了贫，还带动 56 个贫

困户脱贫致富。

5年前，哈斯格日乐还

是伊敏苏木红花尔基嘎查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10

岁起，哈斯格日乐就跟着母

亲学做衣，母亲打版，她裁

剪；母亲缝衣，她穿针。心灵

手巧的哈斯格日乐初中毕

业后到天津一所职业学院

学习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

一年半后，她以优异成绩毕

业，熟练掌握了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传统服

饰的制作工艺。民族服装制

作这门手艺伴随着她30多

年，一直在几十平方米的租

住房里靠手工一针一线缝

制，没有机器设备，做件袍

服需要3到4天，月收入不

到 2000 元，勉强维持着一

个单身母亲独自抚养女儿

的日常开销。天有不测风

云，2010年，哈斯格日乐突

发脑梗，随后又突发心梗并

出现肾衰竭。命运多舛，祸

不单行，正值壮年的哥哥又

在此刻得了癌症。哈斯格日

乐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

了，还欠了不少外债，前前

后后花了 70 多万元，因病

致贫的贫困户帽子戴在了

她的头上。

“要不是就业局给了

我一个当培训班老师的机

会，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

果！”想起这段往事，哈斯

格日乐感慨地说。2014年，

鄂温克族自治旗要举办一

个民族服装培训班，手艺

精湛又热心肠的哈斯格日

乐被选中了，从此她的命

运出现了转机。“那年的培

训一共办了四期，我挣了

22500元，全都用来买缝纫

机了，心里乐开花了！”哈

斯格日乐的手艺和学识赢

得学员的认可，越来越多

的人赶来听她讲课。

2016 年，伊敏苏木党

委、政府和帮扶单位帮她申

请了产业扶贫项目和资金，

鼓励她继续从事民族服饰

制作。她从几十平方米的小

作坊搬进了鄂温克族自治

旗民族文化产业园 200 多

平方米的门店，并享有2年

的免费使用权，还得到了6

万余元的多项帮扶资金，哈

斯格日乐用这笔帮扶款一

口气购买了平缝机、锁边

机、熨烫机等10多台设备，

还添置了不少布料。2017

年末，哈斯格日乐彻底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自己脱了

贫，她却不忘带动身边的贫

困户，哈斯格日乐身兼二

职，挑起了精准脱贫民族服

饰技能培训班和就业扶贫

车间的授课大梁。在家乡伊

敏苏木红花尔基嗄查，一间

由活动室改造而成的民族

服饰加工车间，便是她讲课

授技、帮助牧民稳定就业的

阵地。

48岁的学员娜仁其其

格是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

对象。“以前我只会喂牛、做

家务，后来在培训班学了十

多天，现在能自己剪裁和缝

纫了，以后又多了一个挣钱

的本事。”她欣喜地说。“这

些年，哈斯格日乐教过的学

员有 400 多人，遇到贫困

户，她就不收学费还包吃包

住，教会了再把订单交给他

们做，带领他们一起挣钱。”

鄂温克族自治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孙玉花是哈斯格日

乐的一对一帮扶干部。“哈

老师平时很严厉，但是教得

好，爱帮助人，跟着她赚钱

还多！”她的徒弟乌兰其其

格来店里学习了2年，现在

已经能独立完成裁剪、拼接

和缝纫。

“妈妈很要强，刀子

嘴，豆腐心，她帮助过的很

多人都像亲人一样，经常

来看望我们。”28岁的女儿

阿斯汉一直是妈妈最得力

的助手，说起妈妈，她一脸

的骄傲。

哈斯格日乐说：“盼着

她们和我一样有个一技之

长，脱贫后也能把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服饰店现在有

18 个徒弟，忙的时候她们

每月能挣四五千元，淡季月

收入也能上千元。”她的学

员中，有 15 人已经在独立

创业，干得最好的巴音其木

格一年能赚上四五万元。如

今，哈斯格日乐的店铺主要

以私人定制民族服饰为主，

去年来自国内外的订单有

500 多件，收入超过 20 万

元。下一步，她打算再购进

一批机器，开始缝制皮袍，

带着大伙再多挣些钱。

走进杨永烈士生前所

在的消防二中队，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大厅及楼梯两壁

的队史墙，1989 年黄岛油

库“8·12”灭火的场景赫然

在目。在那场灭火战斗中，

当油罐即将爆炸时，杨永坚

持留在现场指挥战友和消

防车辆撤离，献出了自己年

仅33岁的生命。

杨永，安徽定远人，

1975年参加公安消防工作，

198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青岛港公安局消防

大队第二中队民警、班长、副

中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

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在历次

灭火战斗中，英勇顽强，科学

指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

民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1989 年 8 月 12 日，青

岛港黄岛油库五号油罐因

雷击起火，严重威胁着油区

的其他油罐以及二期油区、

输油码头和青岛港务局成

品油库、黄岛发电厂的安

全。接警后，杨永迅速率两

辆消防车直赴火灾现场。

面对熊熊大火，杨永镇

定自若，组织人员把50桶泡

沫液搬出库房，为大部队到

达后立即展开灭火战斗做

好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他带

民警深入现场侦查火情，发

现距正在燃烧的五号油罐

30米下风处有4个存放30

多吨汽油、柴油的成品油罐

正在受到熊熊烈火的严重

威胁，一旦发生爆炸，不仅会

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而且

火势会迅速向北蔓延，直接

威胁到黄岛二期油罐区和

油港公司输油设备的安全。

杨永果断地指挥灭火人员

立即向成品油罐射水冷却，

同时组织人员用湿棉被和

湿草袋保护成品油罐，有效

地阻止了火势向北蔓延。

战斗中杨永脚部受伤，

领导劝他回队休息，他只是

在卫生室简单包扎了一下又

迅速返回火场前线。当走到

距消防车约10米远时，五号

油罐的烈火突然猛烈燃烧起

来并迅速向南压了下来，凭

着多年的火场经验，他预感

到危险即将发生，在上级已

下达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杨

永置生命于不顾，继续向前

召唤战友撤退。这时四号油

罐突然起火爆燃，杨永牺牲。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杨永“灭火战斗英雄”荣

誉称号，公安部授予他全

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

范。中共青岛市委、市政

府、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追授“灭火勇士”荣誉称

号，中共青岛市委追授为

“青岛市模范共产党员”。

“我们要踏着英雄的

足迹毅然前行，忠诚履职、

恪尽职守，竭诚为民、无私

无畏，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

托。”青岛港航公安局有关

负责人说。如今，每年清明

节和“8·12”，青岛港航公安

局都组织杨永烈士生前战

友和公安民警、消防战斗员

来到灭火战斗遗址，缅怀英

烈忠魂。（据新华社报道）

“我计划就在这100亩

地里，种植咱们的红皮小

麦，从小麦种植、收割、面粉

加工全程由认领团队自发

定期观摩监督，让购买者彻

底放心。”站在希望的田野

上，李寿山憧憬着大毛忽洞

村的未来。

李寿山是包头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

三科科长。2018年9月，他被

下派到达茂旗乌克忽洞镇

大毛忽洞行政村担任扶贫

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当时的这个村，基础设施条

件差，交通不便。2年来，他

访遍全村，对每个贫困户家

庭情况、思想状况摸得一清

二楚，对全村社会经济民生

等基本情况也了然于心。

为了推销乌克忽洞镇

本地红皮小麦面粉，2019

年，李寿山自费种植了几亩

红皮小麦，加工成面粉后，

他送给了城里的亲朋好友，

大家吃了都说“好”。那时，

他就开始为村民们谋划起

红皮小麦种植的“大事业”。

这两年，大毛忽洞村的

村民们渐渐过上了好日子，

村集体经济也有了明显增

长，乡亲们对李寿山的称呼

也从当初的“李书记”变成

了如今的“老李”。

2019年，贫困户张三娃

的儿子儿媳因病住院，又赶

上自家的羊卖不出去，张三

娃老两口心急如焚。李寿山

知道后，积极联系包头市的

朋友进行推销，每周回包头

前，他就去张三娃家拉几只

羊，自己先把钱垫上，然后以

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了出

去。之后，李寿山又多方联系，

为张三娃的儿子上了低保，

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从

此，张三娃逢人便说：“老李是

党的好干部，村民的贴心人。”

为了发展大毛忽洞村

集体经济，李寿山托朋友、

找关系，终于在 2019 年 10

月，在大毛忽洞村集体500

平方米的空地上，建起了

5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预计全年可为村集体经

济创造3~5万元的收益。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富裕了的大毛忽洞

村47名党员和21名群众主

动为抗击疫情捐款 7960

元。捐款者张三娃说：“没有

党和政府的帮助，我们过不

上今天的好日子，现在国家

有难，我们也奉献自己的一

点儿力量。”

这几天，达茂旗脱贫攻

坚摸底排查工作正在紧张

进行中，李寿山和村两委、驻

村工作队队员们整天奋战

在工作第一线，他说：“今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关

键之年，必须乘胜追击，把接

下来的工作做精做细做实，

不能有任何一点闪失。”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老李”的致富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原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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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格日乐：飞针走线传技艺 脱贫路上挑大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