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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兴安盟打好“生态扶贫”组合拳 让贫困户吃上“绿色饭”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增强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郑忠华：舍己救人的抢险救援勇士

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

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内蒙古这片土地，自古以

来就是多民族融合交往的

舞台，是统一的多民族大

家庭的缩影。各族人民始

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

同创造美好生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

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

的根脉。文化认同问题解

决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才能巩固。自古以来，

内蒙古就是多民族文化汇

合的地区，草原文明与农

耕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

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因子。近代以来，在中华民

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文化界提出了“抗战、团

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

大目标，为中华儿女奋起

抗争、顽强拼搏提供源源

不断的力量支撑，各族人

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

御外侮、救亡图存，谱写了

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

丽史诗。在这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内蒙古各族

人民投入到抗战文艺运动

中，组织不同类型的工作

队、宣传队、剧团，一队复

一队地走向兵营、草原，共

同奏响了空前豪迈的民族

解放斗争交响曲。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

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内蒙古文化发展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特

别是内蒙古的乌兰牧骑，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战

线上的一面旗帜，自成立

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党的

文艺路线，植根基层，情系

群众，以天为幕布，以地为

舞台，从火热的现实生活

中汲取营养，从优秀的传

统文化中借鉴传承，把舞

蹈、好来宝、歌曲、器乐、歌

剧等一大批有生活气息、

有泥土芳香、有革命激情、

有美好向往的节目奉献给

各族人民，用艺术的强大

感染力讴歌党、讴歌伟大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贡献力量。

如今，人们生活在一

个文化共同体中，有着相同

的文化符号，有着共同的生

活理想，有着融进血脉中的

文化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越来越强，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

和发展。面对前人留下的丰

厚浩瀚的优秀文化，站在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时代，

全区文化战线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引导各族干部

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

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

意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基石，凝聚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树立和

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在

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

础上繁荣发展各民族优秀

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下，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要深入开展考古研究，

深入挖掘文物蕴含的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

涵，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

话，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

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

发展脉络。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围绕民族

团结进步主题，创新载体和

方式，精心创作一批以弘扬

民族团结进步、讴歌民族团

结先进典型等为主要内容

的文艺作品，用优秀文化凝

聚人心，守好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要加强对外文化交

流，展示好全区各族人民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和

良好风貌，讲好新时代内

蒙古故事。

（据《内蒙古日报》）

兴安盟 6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一半是草原，三

分之一是森林。天蓝、地

绿、水净、空气清新是它的

常态和名片，更是兴安盟

最大的特色和优势。近年

来，该盟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围绕“生态脱贫一批”要

求，打好工程扶贫、政策

扶贫、产业扶贫、项目扶贫

等“生态扶贫”组合拳，做

好林业生态建设与脱贫攻

坚深度融合的文章，为决

胜脱贫攻坚汇聚起磅礴的

“林草”力量。

每天一大早，兴安盟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太平山

村生态护林员张忠武就戴

上有“生态护林员”字样的

红袖标，骑着电动三轮车

奔走在太平山村内的乡间

小道上，开始了一天的巡

护工作。太平山村林地分

散，他每天要用两个小时

才能把他负责管护的 500

多亩林地走完，每天要走

一到两次。

张忠武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妻子患有慢性病，还

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靠张忠

武一人挣。2017年，经过村

里的集体评选，张忠武当

上了一名生态护林员，每

年有1万元左右的工资，而

且闲暇时间还可以在村里

打零工、干农活，家里生活

逐渐好了起来，全家脱了

贫，摘了贫困帽子。

今年是庞绍俭当生态

护林员的第三个年头，也

是他脱贫的第三年，家里

的牛发展到3头，代养在亲

属家，土地也流转出去了。

感恩党的扶贫政策，没有

重活的庞绍俭，除了一日

三餐外，几乎将所有时间

都泡在山上，尽职尽责履

行护林员的职责。

目 前 ，扎 赉 特 旗 的

1485名生态护林员全部都

是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们每日穿梭在各村组林

间地头，管护着 74.2 万亩

的生态资源。扎赉特旗林

草局还通过举办生态护林

员果树田间管理培训班来

提高护林员生态林管护技

术和经济林的管理技术，

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还扶持他们走上“绿色”脱

贫路。

有一组数据为证：这

几年，兴安盟通过退耕还林

等政策补助，已让 341 户

1014 名贫困人口受益，平

均每个贫困人口增收2548

元；吸纳 2500 人参与林业

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辐

射带动 7600 名贫困人口，

人 均 增 收 1500 元 ；选 聘

490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任

生态护林员，受益贫困人口

1.3 万人，人均增收 3700

元；在开展草原牧鸡治蝗行

动中，向贫困户发放草原灭

蝗牧鸡 16 万只，既有效地

保护了草原，同时也给贫困

户带来 1600 万元经济收

入；在全盟建设 10 个森林

小镇、100 个森林村庄，带

动周边贫困地区发展旅游、

餐饮、消费等行业，拓宽贫

困人口就业增收渠道。

2018 年以来，兴安盟

倾力实施百万亩特色经济

林工程，绿了荒山、美了村

庄、富了百姓。3 年来新增

果树经济林面积 20 余万

亩、林果育苗基地3000亩、

保鲜库面积 5000 平方米，

培育合作社287家，发展百

亩以上集中连片示范基地

120处、示范村30个，带动

贫困户近 4500 户，户均增

收2200元。

林草产业项目全面发

力。积极向上争取到 10 个

林草产业化项目450万元，

带动贫困户139户、贫困人

口 330 人，人均增收 1200

元；建设林下仿天然食用

菌和中药材种植示范基

地，增加贫困户收入来源。

林木种苗扶贫积厚成

势。兴安盟各地利用本地

乡土树种，培育良种苗木，

打造优质品牌，在苗木市

场形成价格优势，提升产

业附加值。阿尔山市蒙东

有机苗木品牌基地面积

2.7万亩，樟子松、云杉、兴

安落叶松等良种苗木年产

量达到 2000 万株，带动贫

困户200多户，每户年均增

收3万元。

山洪暴发、群众被困，

千钧一发之际，他主动请

缨，第一个跳上冲锋舟实

施救援。当载有群众的冲

锋舟在湍流中失控之际，

他指挥若定，6名群众一一

跳船脱险，自己壮烈牺牲，

年仅23岁。

他叫郑忠华，原福建

省三明市将乐县消防大队

一中队一班班长。入伍5年

间，他曾荣立三等功，被评

为优秀士兵，多次受到部

队 各 级 嘉 奖 。2004 年 11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

郑忠华“抢险救援勇士”荣

誉称号。

2004 年 7 月 7 日，持

续遭受暴雨侵袭的将乐

县山洪暴涨。时近中午，

万安镇 6 名群众为了不让

捞沙船被洪水冲走，冒着

暴雨牵绑固定船只。洪水

汹涌而至，6 人来不及逃

生，被困在洪水中央的一

个小沙洲上，迅猛上涨的

洪水随时可能吞噬他们

的生命。

将乐消防大队官兵火

速到达现场，指挥员决定

调用冲锋舟渡河救人，郑

忠华第一个跳上冲锋舟。

然而，装载被困群众的冲

锋舟返程时发动机突然熄

火，失去控制，急速往下冲

去。郑忠华用竹篙奋力钩

住岸边小树干以稳住冲锋

舟，并指挥帮助6名村民跳

船，成功上岸脱险。突然，

小树彻底断裂，郑忠华跳

水后奋力向岸边游去，不

幸被洪峰卷入大坝下……

“青春，是人生最好的

年华。多少同龄人过着五

彩缤纷的生活，而我选择

了终日与水枪相伴，随时

听从召唤。为国家财产和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赴汤蹈

火，我无怨无悔。”在整理

郑忠华的遗物时，战友们

在他的笔记本中找到了这

样一段话。

1999 年 12 月入伍以

来，郑忠华在历次灭火和

抢险救援行动中始终冲在

第一线。车祸转移伤员、洪

灾突击抢救……在一次次

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

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

人民群众构筑起一道安全

屏障。

郑忠华离开了，但“忠

华精神”代代相传。近年

来，将乐县消防救援大队

以“抢险救援勇士”郑忠华

为榜样，设立了全国首个

以消防员名字命名的郑忠

华消防救援站、忠华文明

岗、忠华班，广泛开展“学

英雄见行动”活动。在“忠

华精神”引领下，涌现了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黄俊

銮、“福建青年五四奖章标

兵”钟声等一批优秀党员。

（据新华社报道）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