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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相处得就像亲人一样”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黄 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一大早，乌拉特前旗西

小召镇西小召村村民王树

仁就开始在自家的猪圈里

忙碌起来，饮水喂食，整理

圈舍，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

一头头猪长得膘肥体壮，他

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可是就在几年前，王

树仁还是村里挂上号的贫

困户。自己常年在外打零

工，没有土地也没住房，妻

子患有类风湿病需要长期

治疗，生活过得特别艰难。

2016 年，正当王树仁

一筹莫展之时，驻村工作

队入户调研走访，了解到

他家的实际情况后，按照

精准扶贫标准，把他家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

与村干部一起为他量身定

制了脱贫对策。

这以后，王树仁一家

享受到了一系列政策帮扶：

靠 4 万元的易地搬迁款住

上了新房，医保报销补助、

健康扶贫等国家扶贫好政

策一个都没有落下；2017

年，通过产业扶贫资金购买

了12只基础母羊，2019年，

他自己又贷款 5 万元资金

购买了 12 头肉猪，发展养

殖业。“这两年我的羊发展

到五六十只，猪大小也 20

多头了。一年纯收入在五六

万元，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说起如今的生活变化，王树

仁乐得合不拢嘴。

王树仁用踏实肯干的

精神和勤劳的双手，逐渐

摆脱贫困，一家的经济收

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不仅

摘掉了“穷帽子”，也成为

了全村的脱贫示范户。

西小召村地处沿黄地

带，土地阴渗盐碱化严重，

人均耕地少，村民种植结

构单一，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94户。近年来，西小

召村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为贫困户量身定制扶贫产

业，用好用活扶贫资金，让

特色养殖产业在脱贫致富

中发挥大作用。目前，全村

已有重点养殖大户200户。

今年，西小召村通过发展

村集体经济创办合作社，

申请产业扶贫资金 123 万

元，新建一处带有消毒房、

草料房、保育圈舍、育肥圈

舍的1400平方米高标准养

猪场，带动贫困户及其他农

户发展畜牧业，提高贫困户

收入，巩固了脱贫成效。

量身定制项目让猪仔“拱富门”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供暖那天，巴音巴特尔

依旧像往年一样，放下手中

的一切事务，来到爬榆树嘎

查和化工厂的两个“互助幸

福大院”，一边体察屋内的温

度，一边了解民情，这是他近

5年来雷打不动的一项工作。

巴音巴特尔是包头市石

拐区吉忽伦图苏木党委书记，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家里暖腾腾的，我这心

里也是热乎乎的。”苏二女

介绍说。

“大院里的卫生室挺管

用，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根

本不用去城里看，就地治好

了。”居民张喜亮接着说。

“大伙儿住在一起，有了

拉话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

么孤单寂寞了。”居民赵治

安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巴

音巴特尔听得认真，记得仔

细。一天下来，厚厚的笔记本

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两个幸福

大院几十位老人的心声。

石拐区吉忽伦图苏木

地处阴山山脉腹地，各嘎查

村零星分布，每个嘎查村人

口少、农牧民老龄化严重等

问题一直是困扰当地政府的

一大难题。

5年前，石拐区在吉忽

伦图苏木爬榆树嘎查建起第

一个“互助幸福大院”，按照

“拆旧搬新”的原则免费入

住，旨在为绍卜亥嘎查、白菜

沟村等60周岁以上居民解

决“晚年幸福问题”，让他们

互相陪伴。同时，专门在每家

门前建有一个小菜园，你家

种黄瓜，他家种豆角……大

伙儿你摘点儿我的，我摘点

儿你的，共享蔬菜。

可是，世世代代住惯了

山沟沟的老人们一时半会儿

难以接受，多数人不想离开

旧居，怎么办？

沟通、动员等一系列思

想工作就主要落在了蒙汉兼

通的巴音巴特尔身上。遇到

蒙古族老人他就用蒙语讲，

遇到汉族老人就用汉语说。

做对比、打比喻、讲事实、摆

道理，巴音巴特尔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

巴音巴特尔是一名蒙古

族干部，他儿时以学习蒙语为

主，上小学时，学校开设有国

家通用语言课程，他被课本

中的一个个故事深深地吸

引，从此乐学不疲……

2011年9月，34岁的巴

音巴特尔成为恢复吉忽伦

图苏木筹建组成员之一，后

任吉忽伦图苏木达、党委书

记。

说起动员留守山沟里

的农牧民搬迁到“互助幸福

大院”，巴音巴特尔深有感

触：“要不是我熟悉国家通用

语言和文字，这项工作就难

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

做通了一部分老人的思想工

作，他们逐步搬到了“互助幸福

大院”，很快体验到了满满的幸

福。“与以前住的土房子比，现

在这房子不仅有上下水，还集

中供暖，24小时有热水，简直

太方便了。”居民郝守忠老人

说道。

一传十，十传百，郝守

忠等老人们的感受很快传

到了各嘎查村，其余的老人

也你争我抢地搬进了“互助

幸福大院”。

爬榆树嘎查的“互助幸

福大院”让住进来的老人们

尝到了意想不到的甜头，周

边的老人们也纷纷请求政

府，满足他们这一心愿。于

是，吉忽伦图苏木又快马加

鞭，在原化工厂职工宿舍的

基础上，改造建起了同样条

件的“互助幸福大院”，基本

满足了苏木辖区5个嘎查村

所有老年农牧民的居住需

求。

巴音巴特尔告诉记者：

“掌握蒙汉双语太重要了，它

不仅能让我的工作顺利开

展，也能为广大农牧民造福，

同时，还大大拉近了我与蒙

汉群众之间的距离。”

他介绍说，在“互助幸

福大院”，他经常鼓励蒙古

族老人多学习、多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和文字，这样既有

利于蒙汉邻里之间互助、共

享，也能使他们真正成为一

个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大

家庭。

“的确是这样，在幸福

大院里，我们蒙汉民族相处

的就像亲人一样，特别融

洽，这主要归功于巴书记，

他才是我们农牧民的贴心

人。”张金银老人说。

目前，石拐区共有3家

“互助幸福大院”，所有居住

在这里的蒙古族老年人都

会流利、顺畅地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和文字。

说起发展，巴音巴特尔

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近

年来，在我和其他苏木干部

的带领下，吉忽伦图苏木通

过实施土地流转、种养殖相

结合等措施，全力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以

产业美带动乡村美、村民富

的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子。今

年，各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

均有望达到20万元以上。”

每年的2月1日和清明

节，乌鲁木齐市西门派出所

的民警们都会举行以“追思

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

为主题的纪念英烈扫墓活

动，以此缅怀为保卫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与身绑

炸药的歹徒斗争中光荣牺

牲的一级英模、原西门派出

所教导员赵新民。

赵新民，生于1956年2

月13日，山西省文水县人。

他于1976年11月参加公安

工作，1990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是乌鲁木齐

市公安局天山分局西门派

出所教导员，二级警督警

衔。在参加公安工作的 26

年中，赵新民忠于职守、秉

公执法，身先士卒、冲锋在

前，先后参与破获多起刑事

案件，为维护乌鲁木齐社会

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1976

年至 2001 年间，他多次受

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嘉奖

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1994年初，赵新民带队

抓捕一名犯罪分子。当时情

况紧急，民警们防弹衣没带

够，赵新民硬是把防弹衣让

给战友穿上，而后不顾危

险，率先冲入歹徒窝点。

面对犯罪分子，赵新

民“骨头硬”是出了名的。

曾有被他抓获的犯罪嫌疑

人威胁他：“你小心点，总

有一天我要报仇。”赵新民

正色回答：“我也告诉你，

怕死我就不会当警察！”

2002 年 2 月 1 日 11 时

许，一名歹徒身绑炸药，在

人流集中的闹市区企图制

造事端。接警后，赵新民带

领民警迅速赶赴现场。面

对穷凶极恶的歹徒，他毫

无惧色，沉着应对。

关键时刻，赵新民奋

不顾身地堵住歹徒的去

路，歹徒突然引爆了炸药。

当日14时55分，赵新民因

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

赵新民用生命践行了

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

誓言。2002年3月21日，公

安部授予赵新民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模”称号；2002

年3月25日，乌鲁木齐市委

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

2002 年 5 月 20 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

他“革命烈士”称号。

西门派出所教导员张

亮说，赵新民无私奉献的英

雄精神和爱民为民的情怀，

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战友们

为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不

懈奋斗！（据新华社报道）

赵新民：怕死我就不会当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