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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入冬以来，锡林郭勒盟

镶黄旗巴音塔拉镇哈登胡

舒嘎查牧民哈斯木日根每

日早出晚归，忙着为明年种

植草原黑蘑菇准备营养基

料。今年 35 岁的哈斯木日

根，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视力残

疾四级。13岁那年，为给他

治病，家里卖掉了所有牲

畜，债台高筑。他们一家人

努力打工还债，直到 2012

年才还清所有债务。脱贫攻

坚工作开始后，哈斯木日根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5年，哈斯木日根贷

款买了牲畜开始放牧，但由

于市场行情差、气候干旱等

原因，他不但没挣到钱，又

欠了债。“这让我意识到，靠

天养畜，无法走上致富之

路。”哈斯木日根说，“一次

打工时，我注意到附近有一

间蘑菇房，萌生了种植蘑

菇、发展产业增收的想法。”

哈斯木日根了解到草

原黑蘑菇口感好，营养价值

丰富且高产，是极具地区特

色的草原蘑菇品种。自家放

牧产生的牛羊粪等废弃物，

刚好是种植草原黑蘑菇所需

的营养基料，采收的蘑菇菌

渣又是很好的生物有机肥

料，可用于种植饲料作物。

在镶黄旗就业局的帮

助下，哈斯木日根就引进种

植草原黑蘑菇项目与锡林

浩特市巴音锡勒牧场签订

了长期合作协议。他贷款5

万元开始试种，很快，菌种

在他的大棚里变成菌丝、菌

蕾。看着培养床上渐次打开

的菇盖，哈斯木日根也拥有

了冲破贫穷桎梏的信心。种

蘑菇有了起色，镶黄旗民族

宗教事务局为哈斯木日根

提供了 20 万元的扶持资

金，帮助他继续发展项目。

“创业过程中，我经历

了几次失败，但从没想过放

弃。”从预湿、播种、覆土、翻

堆到防病、采收蘑菇，这里

面门道不少，哈斯木日根一

路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

走了过来。

2017 年，哈斯木日根

开始大范围出菇示范。2018

年，他创办了速日克种植有

限责任公司，建起200平方

米的出菇场所，镶黄旗残联

帮他购买了真空机、烘干机

等机器设备，免费为他提供

销售场地，公司成立第一年

净收入就达到 12 万元。自

幼家境贫寒的哈斯木日根，

顺利摘掉了穷帽子。

哈斯木日根深知，自己

的脱贫致富离不开相关部

门和爱心人士的支持，所以

公司成立伊始，他就积极探

索“合作社+贫困户”的经

营模式，期望带动更多人一

同脱贫致富。随着蘑菇产量

稳增，销路畅通，他开始雇

佣周边村镇的贫困户、残疾

人来公司就业，帮助他们实

现增收。

去年，哈斯木日根的公

司被确定为“就业扶贫基

地”“内蒙古农牧业研究院

基地”和“粪污资源化利用

示范基地”，有专业技术人

员指导他们利用蚯蚓粪代

替种植蘑菇的土壤，又开发

了蚯蚓养殖草原鸡的项目。

“现在，我们成立了残疾人

就业扶贫车间，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还带动周边贫困残

疾人组建蘑菇种植产业合

作社，为社员免费提供培训

及技术指导。”哈斯木日根

介绍说。

如今，哈斯木日根的公

司蘑菇种植面积达 800 多

平方米，1年产出约5万斤

蘑菇，除销售鲜蘑菇、干蘑

菇外，他们还制作蘑菇酱等

产品，产品销往区内各个盟

市。21个残疾人、14户异地

搬迁户、8家贫困户在公司

就业实现增收，哈斯木日根

被授予“全盟脱贫致富带头

人”称号。

从贫困残疾人到脱贫

致富带头人，哈斯木日根敢

想、敢做，凭着一股吃苦耐劳

的劲头，闯出了一条种植草

原黑蘑菇的致富路。他说：

“在我脱贫致富的路上，离不

开各方的帮助和支持，今后

我会更加努力，科学扩大公

司经营范围和规模，继续带

动残疾人就业，帮助他们增

收致富，更好地回馈社会。”

有一支队伍，普遍文

化水平比较高，熟悉农村

基层情况、工作能力较强，

又有回村工作、长期扎根

基层的意愿。他们通过个人

自荐、村党组织或驻村工作

队推荐等方式，被选聘为

“扶贫专干”。他们就是眼下

活跃在兴安盟脱贫攻坚一

线的837名扶贫专干。今年

以来，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

组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

乡村振兴力量，兴安盟在嘎

查村设置“扶贫专干”岗位，

为每个嘎查村配备一名扶

贫专干，建设一支不走的

扶贫工作队，持续巩固提

升脱贫成效。

今年 28 岁的李爽，是

土生土长的巴日嘎斯台乡

哈拉黑村人，大学毕业在

幼儿园工作的她，在今年4

月份经考试录用，重新回

到村里担任扶贫专干。到

岗后，作为扶贫专干，“村

里人”李爽与驻村队员和

村两委一起走访了从小到

大熟悉的乡里乡亲，如今

哪家几口人、家庭经济状

况、致富产业项目是啥；她

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在嘎查村设置‘扶贫

专干’岗位，是兴安盟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

兴的创新性举措，目的是

在现有两委干部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强农村牧区

的基层工作力量，同时为

乡土人才提供岗位锻炼的

平台和进一步成长进步的

舞台。扶贫专干到岗工作

后，发挥他们学历高的优

势，发挥他们熟悉基层工

作的优势，很快地进入角

色，投身到抓党建促脱贫

促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兴安盟

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孙

龙介绍说。

为规范选聘工作，兴

安盟委组织部制定了《嘎

查村扶贫专干选聘管理办

法》，明确了选聘程序、资

格审查和培养方式等。对

报名推荐和测试合格人

选，旗乡两级会同公安、法

院、税务、信访等部门，对

政治面貌、学历学位、违法

违纪情况等进行资格审

查，从源头上严把扶贫专

干资格关。同时，各苏木乡

镇 为 扶 贫 专 干“ 设 岗 定

责”，并建立扶贫专干实时

备案管理制度，动态监控

扶贫专干履职情况。

张辉明是由科右前旗

结核病防治所派驻到小城

子村脱贫攻坚驻村的工作

队员，在张辉明驻村期间，

他爱人张松常常利用自己

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帮助

小城子村整理扶贫档案。

也因此，张松被小城子村

吸引为扶贫专干。

为了全身心投入到一

线的扶贫工作，张松夫妻

俩把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交

给老人照顾，他们夫妻二

人在小城子村两委的帮助

下租了房、安了家，并肩工

作在脱贫攻坚一线。

为了准确掌握贫困

户、帮扶单位、扶贫项目、

扶贫资金、干部结队帮扶

等动态信息，按时完成信息

采集、整理、录入、核对，并

做到上报及时、反馈迅速、

更新到位，张松有时候一户

村民家要跑上四五趟。

目前，活跃在兴安盟

嘎查村的 837 名扶贫专干

已成为党和政府扶贫政策

的宣讲员，也是贫困群众

的护理员、代办员，更是精

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员，他

们不仅让党和政府的扶贫

政策真正落了地，也在精

神上鼓励贫困群众勇于追

求美好生活。

今年是芮志江牺牲的

第 15 个年头。生前为吉林

省白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副支队长的他，孤身勇斗4

匪徒，被刺21刀壮烈殉职。

2005 年 11 月 27 日中

午，有群众报案称，白城市

洮北区林海镇龙湾村五社

北1.5公里处，在路边一废

井坑内发现一具男尸。白城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经现场

勘查，认定确系他杀。进一

步侦查得知，死者王某，男，

41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11月26日16时接班营运后

被杀害。此人所驾驶的红色

三厢夏利出租车以及随身

携带的手机和钱财被抢走。

11 月 28 日晚，白城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芮志江向战友们详尽部署

了侦破工作后，很晚才离

开刑警支队。在他开车回

家途中，发现前面一辆没

有牌照的红色三厢夏利出

租车在缓缓行驶。他感觉

此车与被抢劫的出租车相

似，就立即跟踪上去，同时

向 110 报警服务台报告并

要求增援。

果不出芮志江所料，

夏利车上乘坐着4名歹徒。

他们很快发现了跟踪在后

面的车。夏利车行至白城

铁路一中附近偏僻处来了

一个急刹车，芮志江看到

车上的4名歹徒要跑。他立

即加足马力，将警车箭一

般地横在了夏利车前，他

和要逃窜的歹徒同时跳下

车。由于是8小时之外，芮

志江手中没有枪。面对歹

徒，他毫不退缩，奋不顾身

与手持匕首的歹徒英勇搏

斗起来，终因寡不敌众，被

凶狠的歹徒扎了21刀……

110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

芮志江驾驶的警车和被抢

夏利车均已被歹徒点着

了，芮志江壮烈牺牲。

芮志江1970年2月出

生在吉林省镇赉县的一个

偏远农村，1994 年 7 月毕

业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同年 9 月参加公安工

作，先后任侦查员、派出所

副所长、刑警支队大队长

等职，2003 年 5 月被任命

为白城市刑警支队副支队

长，生前多次立功受奖。

在芮志江妻子眼中，

丈夫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

位。芮志江生前常对她说，

他的人生目标是凭借自己

的聪明智慧和不懈努力，

为社会做点实事儿。他不

求别的，只希望到退休的

时候，老百姓能说他是个

好警察。他还经常说：“作

为一名警察，由于职业性

质决定，危急关头就是一

个字：冲！自己的安危和生

命是往后面靠的。”

芮志江牺牲后，白城

市公安局迅速展开侦查。

2005年11月29日确认了4

名杀人抢车犯罪嫌疑人，

并相继将他们抓获。随后，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了杀害芮志江案，并

当庭做出判决，判处4人死

刑，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

4名罪犯被执行死刑。

2005年12月31日，芮

志江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芮志江：孤身勇斗4匪徒 身中21刀壮烈牺牲

哈斯木日根：从贫困残疾人到脱贫致富带头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存霞

兴安盟“一村一名扶贫专干”充实基层后备力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