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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8 岁的南斯勒玛老人虽
然由于疾病腿脚行走不便，但她依
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孟格图嘎查
牧民的生活。说起当年在嘎查任
书记的工作场景，老人精神矍铄，
双目炯炯有神：“我出生在额济纳，
16 岁开始当基层干部，先后担任
过孟格图嘎查会计、副队长、副书
记、书记。数十年来，我一直工作
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幸成为了
这 片 土 地 变 迁 的 奋 斗 者 和 见 证
者！”

孟格图曾是一个荒凉的可以
令人窒息的茫茫戈壁，然而就是在
这片人烟稀少的脊土上，南斯勒玛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带领孟格图嘎查的
牧民认真落实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送走了贫困与落后，走上了一条奔
向文明富裕的道路。她犹如一颗
饱经戈壁风沙的胡杨，在戈壁建起
一片绿洲，使孟格图从一个偏僻落
后的纯牧业嘎查一跃成为全盟勤
劳致富的典型。

时光如流水，岁月的酸甜苦辣
像一道道年轮深深刻在了南斯勒
玛的心里。老人印象最深的当属 1983 年的
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改革。“那时，草畜双承包
责任制改革对于我们这个偏远牧区的牧民
来讲，是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事儿，大家又高
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实施。当时嘎查状况
概括起来是困难户多、新来户多，集体牲畜
少，可利用草场少，牧民们长期形成了靠天
养畜的传统习惯和‘大锅饭’的经营方式，人
均收入一直徘徊在 400 元左右。如何公平
合理地迈出改革的第一步，真是一个难题
啊！”南斯勒玛老人继续回忆道：“于是，我把
党员干部召集起来，反复学习中央的有关文
件，统一认识，并开始挨家挨户摸清草场底
数，研究实施方案。”

孟格图嘎查共有 19 万亩草场，牧民居
住分散，有的相距几十公里。为了摸清草场
底数，南斯勒玛和嘎查会计骑着骆驼穿戈壁
滩、过胡杨林、钻红柳窠，查看每一块草场，
在 20 多天调查中没睡上一个安稳觉。

“通过学习文件统一认识和深入调查研
究，最终我和嘎查党支部选定了‘作价保本’
(承包基数归集体所有，上涨部分归属个人)
的承包形式，并制定出‘以人定畜，以畜定
草’的承包方案，无论老户新户，无论蒙族汉
族，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要是孟格图嘎查的
牧民，都一视同仁。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一
致认同。”南斯勒玛说。

按照嘎查统一的分配标准，南斯勒玛家
可以分到 500 多只羊，可作为书记的她只要

了 250 只，其余的让给了五保户和贫困户。
她又把自己的部分草场让给了年老体弱的
汉族牧民李先吉，自己到较远的草场去放
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南斯勒玛的
带动下，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改革顺利得以实
施。改革的圆满完成不仅为该嘎查以后集
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蒙古族
和汉族之间的心贴得更近了。该嘎查蒙、汉
族同胞你帮我助，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
族团结之情蔚然成风。

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后，工作不能像过
去那样靠行政命令了，但牲畜改良、草原建设等
事情还得靠大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这时，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便
显得尤为重要。嘎查先后成立了理论学习组、
治保组、卫生组、科技组和生产服务组，党员全
部参加到各个小组，联系、帮助贫困户。

“我在嘎查任书记时，常常对嘎查的青
年人说，家乡的明天是你们的，你们一定要
发挥出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朝气，把家乡建设
好！”南斯勒玛说。为了改变牧民“休息时间
串门子，人人提着酒瓶子”的传统陋习，南斯
勒玛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积极
推行让科学知识走进蒙古包。她倡议在党
支部建立“青年之家”，以此为中心组织牧民
学习科学理论、文化知识和法律常识，开展
象棋比赛。“青年之家”成了牧民传播文明新
风的阵地，成了宣传党的声音的平台。

为发展嘎查经济让农牧民致富，南斯勒

玛在任嘎查书记时，着眼于牧区的
远景规划和新牧业基本建设，重点
发展了育羔暖棚技术和五配套(林、
草、机、水、料)高效益草库伦建设，
带领大家种树种草。

1988 年，嘎查牧民人均收入提
高到 2500 多元，户均收入万元以
上，居全盟之首。让草畜双承包责
任制前人均收入一直徘徊在 400 元
上下的贫困年代，终于成为历史。
一个偏僻落后的纯牧业嘎查，在 5
年中一跃成为全盟勤劳致富的典
型，并连续 4 年被评为额济纳旗无
事故、无犯罪、无案件的“三无”嘎
查，多次被评为苏木、旗、盟和自治
区先进集体。

“我是一名党员，既然组织上
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就要努力挑
好。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让困难
群众在生活中时时感受到党的温
暖。”坐在轮椅上的南斯勒玛动情地
说。

的确，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南
斯勒玛就是牧民心中的党，就是他
们眼里的政府。她心里装着每一户
牧民，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了如指掌，

将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她亲自为不习惯住
蒙古包的汉族牧民搭建砖木结构的新房，帮
助遭遇火灾的仁钦一家重建家园，给五保老
人图门乌力吉过生日，收留无依无靠的残疾
人桑杰扎布，和丈夫连夜送难产的娜仁格日
乐去医院，带领人们在格日乐的冬营盘筑坝
抗洪⋯⋯一件件雪中送炭的暖心事，不仅让
农牧民群众看到了为家乡发展全心全意付
出的南斯勒玛，更拉近了党支部、党员和群
众之间的距离，也让广大农牧民特别是困难
家庭农牧民树立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信
心。

由于工作突出，南斯勒玛先后被评为
旗、盟、自治区级“三八红旗手”和全区、全国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 务 工 作 者 ”，并 当 选 中 共 十 四 大 代 表 。
1990 年，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发出“向南斯勒
玛同志学习”的号召。时任自治区主席布赫
到孟格图嘎查调研时，曾命笔称颂南斯勒玛
为“戈壁绿洲上的一颗红星”。

“这些荣誉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
得到的，我只不过干了作为基层书记应该干
的份内活。”南斯勒玛说。

在南斯勒玛家，仍完好保存着她的各种
荣誉证书、奖状和奖章，以及当年一些重要
的工作笔记本。翻开一个个荣誉证书，一个
个难忘的记忆回荡在老人内心。“40 年来，我
们嘎查变化太大了，以前嘎查没有油路，出
门都靠骆驼，住的条件也比较差。现在嘎查
发展生态旅游业，将油路修到了家门口，家
家户户都住上了水电暖齐全的宽敞砖瓦房，
许多农牧民还搬迁到旗内住上了楼房，家家
户户都有了小轿车。嘎查除了发展生态沙
产业，还有许多牧户从事餐饮、旅店、运输、
修理、电焊等第三产业，每家收入都在 10 万
元以上。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
的，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南
斯勒玛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由衷地感慨。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她这颗“戈壁绿
洲上的一颗红星”依然在居延大地闪耀，依
然被党和政府关心、惦念着。2016 年 9 月
27 日，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来到额济纳旗，亲切看望和慰问了南
斯勒玛，并送上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诚挚问
候和亲切关怀。

“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政府为我们老
百姓考虑得越来越周到，我的生活没有任何
后顾之忧，很幸福！”南斯勒玛老人望着窗外
明媚的阳光对记者说：“现在我老了，腿脚行
动不便了，要是再年轻几十岁，我一定还要
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春风吹暖了
祖国大地。40 年来，我区在改革开放中
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本
报选取了 10 个典型，通过他们讲述精彩
的内蒙古改革故事。

南斯勒玛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带领群众认真落实草畜双
承包责任制，使一个偏僻落后的纯牧业
嘎查成为全盟勤劳致富典型。几十年
来，她风里来，雨里去，不辞劳苦，奔波
在牧民们中间。每一户牧民的生产、生
活她都了如指掌，每一户牧民的冷暖、
疾苦她都挂在心上。在全嘎查 127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在牧民的畜群中，在棚圈
旁，在打草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南斯勒
玛的身影。一年 365天，她有一多半时间
在牧民中间。有时，为了安排、照顾好一
户牧民的生产、生活，她甚至一连几天住
在那里。在孟格图嘎查，流传着南斯勒玛
许多热心帮助牧民的动人故事⋯⋯

采访中，南斯勒玛多次提到了“责
任”和“群众”，正是凭着对党的事业的
那份责任和对群众利益的关心，南斯勒
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公而忘
私。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带领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
木孟格图嘎查的牧民，送走了贫困与落
后，走上了一条奔向文明富裕的道路。

南斯勒玛的事迹让我们感动，更令
我们振奋。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她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工作
作风，学习她敢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公
仆精神，学习她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
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
质，学习她坚持改革、勇于探索、带领群
众勤劳致富的求实精神，让“戈壁红星”
的精神永放光芒。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为南斯勒玛题词

﹃
戈壁绿洲

上的一颗红星南斯勒玛同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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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年年，，戈壁红星依然闪耀戈壁红星依然闪耀
◎本报记者 吴海龙 刘宏章 崔楠

深秋的居延大地春华秋实，天朗气清。额济纳旗在旅游热的带动下，更是显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10 月 17 日上午，记者迎
着清晨缕缕艳阳走进中共十四大代表、原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嘎查书记南斯勒玛家时，老人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

“要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 40 年是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40 年，也是老
百姓得实惠最多的 40 年。如今，我生活的家乡也从沙漠荒地变为了全国闻名的生态旅游区⋯⋯”感叹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老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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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南斯勒玛(前排左二）参加自治区第五次党代会。 1983 年 9 月，南斯勒玛(左二）在全区民族团结大会上受表彰。

南斯勒玛在南斯勒玛在
家中接受采访家中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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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9 月，南斯勒玛在全区民族团结大会上发言。

1980 年，南斯勒玛(左四）与驻军部队领导交谈。

1990年，《内蒙古日报》刊发南斯勒玛事迹。

《戈壁红星南斯勒玛》出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南斯勒玛提供）

【南斯勒玛简历】

南斯勒玛，女，蒙古族，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
嘎查人，中共十四大代表。

1963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 年开始担任赛汉陶来苏

木孟格图嘎查党支部书记。
1983 年开始，南斯勒玛带领孟

格图嘎查群众认真落实草畜双承
包责任制，使一个偏僻落后的纯牧
业嘎查，在五年中一跃成为阿拉善
盟勤劳致富的典型，并连续四年被
评为额济纳旗无事故、无犯罪、无
案件的“三无”嘎查，多次被评为苏
木、旗、盟和自治区先进集体。

1989 年以来，南斯勒玛同志多
次被评为旗、盟、自治区的“三八红
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区、全
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1990 年 6 月 30 日，自治区党委
发出在全区开展学习南斯勒玛同
志活动的号召，授予南斯勒玛同志

“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