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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的故事是对我的一次洗礼

6 月 17 日，在乌兰察布市第三医院，记者见
到了刚完成一天护理工作的申娜。申娜是该医
院肛肠科护士长，2020 年，她曾作为内蒙古第
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抗疫 45 天。

虽然时隔一年多，申娜回想起那段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日子，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她支援
的武汉市优抚医院，是疫情防控重点区域。

“2月24日，我们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写下
姓名后，第一次进入隔离病区。”申娜回忆说，首次接
触患者，虽然防护措施无死角，但心里难免紧张害
怕。不过，我们的焦虑很快被忙碌的工作所取代。

在支援武汉抗疫期间，申娜和她的队友们每
天除了要为患者测体温、量血压、测血糖外，还要
给患者发药、喂饭、更换口罩、处理生活垃圾。

紧张的救护工作中，申娜一边冷静地做好
护理工作，一边用心用情安抚病患。当时，病房
里一位 78 岁的老奶奶让她印象深刻。在病房
里，这位奶奶情绪波动很大，为了安抚她，申娜
在老人面前扮演很多角色，向她学习俄语，陪她
聊天，听她讲年轻时的故事，为她洗衣服、擦拭
身体、劝她吃饭⋯⋯就是这样，工作过程中申娜

与很多患者成为了朋友。
在武汉期间，申娜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她说：“在抗疫一线，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
的强大力量，我看到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冲锋在
前，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和他们并肩作
战，守护伟大祖国！”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家欣 王小玉）

“您好，我们是志愿者。”6
月 17 日下午，身穿印有“我帮
你”字样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杜
鹏，敲响了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鸡鸭厂小区居民姜威的家门，为这位 89 岁的老
人送去创城宣传手册，陪老人聊天、帮助老人做
家务。

24 岁的杜鹏是集宁师范学院计算机学院大
四学生，2018 年起，他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开始
参加各项志愿活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杜鹏通过
网上填表报名、学习相关知识等一系列流程，加
入到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中。疫情期间，他看
到很多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做了大量工作，这让
他萌生了入党的想法。递交入党申请书后，经
过培养和考察等环节，他终于在 2020 年 10 月
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这让他更加努力的开展
志愿服务，小区打扫卫生、做交通引导员⋯⋯他
忙碌的身影遍布了大街小巷。

在为姜威老两口做志愿服务时，杜鹏从聊

天中得知姜威是一名老党员，这让他兴奋不
已。姜威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名老党员
已将“为人民服务”融入生活中。

杜鹏对老人的故事感触很深，他说：“虽然
老人讲的很轻松，但我能感觉到当时那个年代
的不易，对自己肩上这份责任有了新的认识。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毕业后投身基层，继续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光
和热。”

（集宁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家欣 王小玉）

“快去打疫苗，今天上午人不多。”6 月 17 日
一大早，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镇麻尼卜村
村支书董裴挨家挨户地敲门，让村民马上出发
去打疫苗。

董裴个头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总带着笑容。
自2018年担任麻尼卜村驻村第一书记后，他就决
心扎根这里，尽全力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董裴告诉记者，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
旺，大伙的收入才能稳定增长。驻村以来，他带领
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企业+基
地+贫困户”扶贫模式，发挥龙头企业、能人大户
等带动作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2020年，全
村实现订单农业3856亩，人均年增收2580元。

除紧盯特色产业外，村里的大事小情也随

处能看见董裴的身影。从帮助老人进行低保年
检、免费理发到帮忙寄快递、买药，只要村民需
要，他就一定会到。“他待大伙跟自家亲戚一样
好。”麻尼卜村妇联主任王丽说。

2020 年 5 月，麻尼卜村实现整体脱贫，为了
让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度，董裴就地转
为村支书，继续为村民服务。

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村民都积极加入党组
织：“董裴书记热心肠，他帮大伙办了很多好事
实事，我们也想入党，跟他一起为村里做贡献。”

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董裴的荣誉有很多，他认为，自己要对得
起这份荣誉，脚踏实地，继续把工作干好，继续
当好群众的服务员。

“茄子 2 斤、西红柿 2 斤、樱桃 3 斤，地址山
西省大同市⋯⋯”6 月 19 日，在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巨宝庄镇内蒙古绿康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里，工作人员根据客户的网络订单，将新采摘的
蔬菜水果打包，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 我 们 是 一 家 集 有 机 蔬 菜、水
果、杂粮种植及加工、销售、配送为
一体的农产品企业，企业实行直供
营销机制，年供应有机蔬菜 100 万

斤，销售收入 700 多万元，农产品销往全国 52 个
城市。”公司董事长王美兰介绍说，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王美兰通过“合作
社+科技人员+农户”“园区+合作社+基地+农
户”“股金+租金+薪金”等模式带动丰镇市 143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保障市场有
机蔬菜供应安全，王美兰带领公司上下迅速制
定切实可行的联防联控措施，调拨公司有机蔬

菜产品紧急驰援丰镇市，为一线防疫人员做好
后勤保障。疫情期间共捐赠价值 20 余万元的
有机蔬菜和防护物资。

王美兰说：“我在农村办企业，是想帮助更
多和我一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父老乡亲们
致富。这个初心，我从未改变。如今公司一步
步壮大，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的工作岗位，还
培养了很多新农民，我特别欣慰。”

(乌兰察布日报记者 王锦鹏)

“感谢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一定竭尽
所能，继续发挥余热。”6 月 18 日，在乌兰察布市丰
镇市巨宝庄镇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老党员李高明激
动不已。

李高明今年 74 岁，党龄已有 50 年。仪式上，
他穿戴整齐，精神抖擞。

李高明曾担任巨宝庄镇铺路村党支部书记，那
期间，他致力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村里人都说他
是“村民的贴心人”。

71 岁的铺路村村民师力峰说：“有一次下大
雨，村里好几条路都断了，李高明带领村民一起维
修断裂的土路，资金不够，他就自掏腰包。村里准
备种植覆膜玉米，大家对新品种不了解、不敢种，李
高明就挨家挨户地讲政策、做工作。在玉米播种
后，他还主动帮助村民覆膜，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

玉米连续增产增收。李高明深入了解村里每一家
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和生产需求，自己能帮得上的，
他都无私帮助，自己帮不上的，他都记在‘小本本’
上，通过村委会协调解决。”

让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李高明最大的愿
望！为了这个愿望，退休后的这些年，他从没闲
着。一有时间，就挨家挨户宣讲党的政策，帮助大
家伙解决问题。

铺路村“两委”负责人闫和平说：“李高明对铺
路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平时村民有急事难事，他都
及时反馈给村干部，协助村干部做好工作，让事情
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勤勤恳恳，不求名利，李高明用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
对得起胸前这枚党徽。”李高明坚定地说。

(乌兰察布日报记者 李思敏)

乌 兰 察 布 篇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皇甫美鲜 梁亮 袁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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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得起胸前这枚党徽

抗疫一线，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当好群众的服务员

致富路上初心不改

晨光微曦，时钟指针刚过5点，乌兰察布
市商都县瑞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院内，
两个女孩已经在忙着喂羊、收拾羊圈。早饭
过后，她们来到地里干农活，一忙就是一整天
⋯⋯这是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西井子镇灰菜
沟村“95后”姐妹花师乐和师璐的日常。

初见师乐和师璐，她们素面朝天，穿着
运动服、牛仔裤，脸颊被晒得红扑扑。看着
姐妹俩干农活娴熟的样子，很难想象，她们
是在大学毕业后才回乡务农，至今不过 3年
多。更难想象的是，3年前还一贫如洗的家
庭如今已富足有余。

2018 年，姐姐师乐刚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就查出了
癌症，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她瘦弱的肩膀上，师乐决定回乡
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干一番事业。

尽管在农村长大，但师乐没有耕田养殖经验，对种养
殖业专业知识非常陌生。“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我
承包了 200 亩耕地，从选种、播种到施肥、除草，我倾注了

所有心血，一年下来，收益还不错。”师乐回忆道。
2019 年，妹妹师璐毕业了，也回到了家乡与姐姐一

起创业。
姐妹俩扩大种养殖规模，通过贷款经营起合作社，进

行机械化种植。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200 余亩，发展到
2000 多亩，作物也由单一的小麦，发展到向日葵、玉米、
藜麦等经济效益更高的品种。此外，姐妹俩还养了 300
多只羊。

2020 年，在还清借款和贷款的基础上，她们赚了 40
多万元，姐妹俩也渐渐成长为种养殖达人。

在她们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各类种养殖书籍。看
书、了解市场动态、上网学习种养殖技术是她们生活中的

“娱乐项目”。师乐说：“作为新农民，光靠吃苦耐劳是不行
的，必须不断提升学识、能力和眼界，才能更好地发展。

谈及未来规划，姐妹俩说：“我们能有现在的成绩，离
不开党和政府的帮扶，也离不开自己的奋斗。希望我们
也能帮助更多的人致富奔小康。”

(乌兰察布日报记者 王锦鹏)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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