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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青山不语，苍松矗立。

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水

市镇杉树园村，英模民警蒋

学远长眠于此。每逢清明时

节，宁远县公安局都会组织

部分民警前来蒋学远墓地，

缅怀先烈，传承遗志。

蒋学远，生于1964年，

湖南省宁远县人。1984年7

月参加工作，1986 年 7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9

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湖

南省宁远县公安局天堂派

出所民警、副所长，水市派

出所教导员，鲤溪派出所

所长，二级警司。

1999 年 9 月 17 日晚，

蒋学远冒着大雨驱车赴广

东抓捕逃犯，途经湖南省

嘉禾县车头镇毛家桥时，

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车

辆不幸被洪水冲入河中。

蒋学远不顾个人安危，舍

生忘死，奋力与洪水搏击，

将同车一名不会游泳、协

助追逃的同事推上岸，自

己却因体力耗尽，不幸被

洪水卷走，英勇牺牲。

蒋学远1995年参加公

安工作后，牢记并努力实

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工作认真负责、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直到牺牲

前，他指挥和参与侦破各

类刑事案件112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134人，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 40 余万元。他

乐于助人，先后多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1999 年 11

月 24 日，被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宁远县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蒋学远一生是

短暂的，但又是辉煌的。他

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书写

了人民警察正气之歌，他

用生命实现了“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誓言，他将自己

的生命之花开得无比灿

烂，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据新华社报道）

田野上绿树葱茏，村道

旁鲜花绽放，果园里硕果盈

枝，大棚里甜瓜飘香……盛

夏时节，走进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塔尔湖镇联丰村三

组，田园、村落、民居构成

一幅彩绘的美丽乡村画

卷。

“我们村子就坐落在

这果园里，现在基础设施

也更加完善了，环境更美

了，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

多。”村民张慧琴正在自家

厨房里忙活着，为订餐的

游客张罗午餐，谈起村里

的变化，灿烂笑容写满脸

庞。

她家精致的庭院里收

拾得井井有条，芍药、百

合、菊花、牡丹等10余种植

物花开争艳；孔雀、鸡、鸭、

地蹼等家禽在笼中展翅鸣

啼，憨态可掬；苹果梨、李

子树、海红果等8种果树郁

郁葱葱，绿荫下搭配石凳、

石桌等，整个庭院就像个

小型公园。

“休闲雅致赏田园美

景 ，怡 情 小 酌 品 乡 土 文

化。”这是张慧琴生态农家

乐门口的一副楹联。2016

年底，她瞅准乡村旅游发

展商机，依托自家院里2亩

果园，率先办起村里首家

农家乐，主要经营河套特

色农家菜肴，端上乡村旅

游饭碗。

“现在进入旅游旺季，

每天游客不断，我们所用

食材都是自己种养的土特

产，接待的既有临河、五

原、乌拉特前旗等周边游

客，也有包头、乌海、呼和

浩特等外地游客。”张慧琴

笑着说，去年梨花节最多

一次曾经接待了 300 多名

游客，果园里、院里、家里

坐得满满的，游客们吃着

地道的炖羊肉、炖红公鸡、

猪肉烩菜非常满意，当天

就收入了1万多元。

中午时分，游客们惬

意地坐在果园树荫下的石

凳上，品尝农家地道风味

美食，体验果蔬采摘乐趣，

悠然享受着乡村美好时

光。临河区游客王敏约了

几个同学一起来玩，她和

同伴们都对这里的环境赞

不绝口：“这里的自然风光

太美了，吃的好玩的过瘾，

炎炎夏日真是一个休闲旅

游的好去处。”

办起农家乐，日子格

外甜。59 岁的张慧琴如今

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领

“三薪”的农民，20 多亩土

地流转给村里的合作社每

年能有1.6万元固定收入，

农家乐年纯收入7万元，果

蔬采摘1.4万元，年收入超

过了10万元。

田园变公园，村庄变

景点。联丰村村民利用房

前屋后、随坡就势点栽各

类经济景观树种，将田园

风光打造成为靓丽名片。

村里依托万亩果园发展特

色旅游，形成了春有百花，

夏有瓜果，秋有收获的特

色农家风韵，吸引四面八

方游客纷至沓来。

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军

介绍说，村里将林果业发

展与观光旅游产业有机结

合，在整村改造中最大限

度地保持了村落的自然形

态，并将林果采摘和“农家

乐”民俗旅游结合起来，促

进林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

双赢，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的“旅游打卡地”。

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

让村民们看到了发展“钱

景”。目前，全村规划建设

民宿 18 套，从事餐饮的村

民发展到6家。同时也吸引

专业餐饮旅游公司前来投

资兴业。

与张慧琴农家乐相连

的黄河谣农家乐，是村里

引进包头黄河谣旅游文化

公司重点开发打造的集农

家乐、民宿、果蔬采摘、养

生度假、穿沙玩水等项目

为一体的旅游景区。这里

小桥流水，曲径通幽，里面

的设计风格独具匠心，一

桌一椅、一廊一栏、一门一

锁都是用淘来的老物件手

工制作而成的，凝结了岁

月的精华，能够勾起游客

的回忆和共鸣，别有一番

味道。

在发展林果业和旅游

业的同时，联丰村还引进农

业公司集中流转土地4500

亩，建设温室大棚 1500 多

栋，带动更多的农民发展绿

色有机高端果蔬。

“今年我们在大棚里

主要种植‘白梨脆’香瓜，6

月初一上市每斤卖到 5 块

多钱，亩均收入达到1.4万

元。第二茬计划种植西红

柿，已经与企业签订收购

订单，每斤保护价0.4元。”

张文军说。

思路一变天地宽，村

民收入节节高。2019 年测

算，全村户均收入超过7万

多元，全村 76 户贫困户全

部如期脱贫，人们用勤劳

和汗水织就美好生活新画

卷。

漫步绿色画廊，饱览

田园风光。塔尔湖镇党委

宣传委员左志强介绍，镇

里依托沙多、树多、湖多，

肉羊、水产、林果产业基础

好的优势，建设田园综合

体，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产

业，将相邻的巴美国家湿

地公园等 8 处近 1 万亩天

然湖泊、巴美肉羊循环经

济产业园、特色养殖科普

园、4 个特色民俗文化村

庄、4000 多亩沙丘以及拉

僧庙等多处旅游资源打造

串联形成一条精品旅游线

路，2019 年接待游客 30 多

万人次，带动更多的群众

吃上生态旅游饭。

6 月 14 日清晨，记者

来到达拉特旗中和西镇乌

兰计村民王小强家时，他

早就背着干粮、带着牧羊

犬“虎蛋儿”，赶着羊群出

了家门。

今年 41 岁的王小强，

妻子王艳因重度残疾需要

长期药物维持，不能从事

农活，家里还有一个上初

中的女儿，生活的重担都

压在了他的身上。2015年，

王小强被识别为乌兰计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干

部为了帮助其脱贫，指导

他学习掌握绒山羊养殖技

能，让他从贫困户变成了

村里的养羊大户，不仅自

己脱了贫，更成为村里的

脱贫致富的榜样，帮助村

里的其他人脱贫。

肯吃苦 脱贫有奔头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后，镇村干部、帮扶责

任人、驻村工作队经常到

王小强家，就家庭情况、致

贫原因等充分了解后，提

出了靠养殖业帮助王小强

脱贫的想法，鼓励他依托

发展产业走出困境。“咱这

儿草料好，羊肉也能卖个

好价钱，靠养羊挣钱我觉

得可行！”王小强十分赞同

地说。

说干就干。在收到产

业发展资金1.2万元、贴息

贷款 5 万元后，他买了 70

只羊，开始发展养殖业。早

年在外打工的他，第一次

养羊难免遇到不少难题，

驻村工作队便密切关注各

类养殖技术培训，哪里有

讲座就送王小强去哪里学

习，平日里时常鼓励王小

强多向村里搞养殖的老乡

虚心请教，就这样，有了政

策的扶持，有了养殖技术

的传授，再加上他自己起

早贪黑地埋头苦干，终于

山羊养殖让他赚到了第一

桶金。2016 年王小强靠养

殖收入5万元，基本生活得

到了保障。

除了产业扶持，王小强

女儿享受每年1250元的教

育扶贫资金、妻子王艳有家

庭签约医生上门问诊、残联

专职委员帮助王艳办理各

项残疾补贴、村集体经济滴

管带厂免费提供10卷滴灌

带用于耕种……这一项项

精准扶贫政策、一件件实

事，让王小强心里暖暖的。

2016年，王小强成功脱贫，

不仅还清了多年前的欠

款，手里头还有了存款，脱

贫后的王小强逢人就说：

“正是有了党的好政策，才

让我翻身致富，日子越过

越美了！”

乐助人 日子有甜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自从在电视上看到了

辽宁绒山羊的广告后，脱

了贫的王小强又有了新目

标。“以前觉得能过个生活

就行，现在我还想好好奋

斗个十来年！”王小强有了

把自己现有的山羊陆续更

换成辽宁绒山羊的想法，

一来能够改良品种，二来

是看上了绒山羊产绒量

高、绒质优良等优点。驻村

工作队得知后，帮助王小

强网上查阅资料、进行实

地查看等，2018年底，王小

强一口气买了 60 只绒山

羊。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王小强：脱贫致富的好榜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额尔敦 实习生 刘俊平 刘睿昕

塔尔湖诗意乡村入画来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白喜辉 张兆成 韩继旺 梁海龙 柴思源 贾奕村 郝 勇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蒋学远：用生命践行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