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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在距离北京 1000 多公里的祖国北疆内蒙古兴安盟
阿尔山，有一个边防哨所，名叫三角山哨所。

这个哨所，日夜守卫着中蒙边境。这个哨所，发生
了一个凄美而又悲壮的故事——

1981 年 1 月，哨所 26 岁的连长李相恩与 25 岁的姑
娘郭凤荣喜结连理。

面对戍边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和聚少离多的现实，
年轻的妻子从未抱怨，更是许下一生的承诺：“你为祖国
戍守边关，我为你照顾好家庭后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结婚仅仅 3 年多，妻子再也
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

年轻的妻子为寄托哀思，在哨所旁种下一棵樟子
松。

哨所的战士来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拨又一拨，而
那棵“相思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着，寄托着军
属对戍边官兵的思念。

2010 年，郭凤荣去世前，特意嘱托儿子李心要把自
己的骨灰撒在哈拉哈河，继续陪伴丈夫。

一棵相思树，永远家国情！
“相思树”的故事诉说着军人履行使命、戍守边疆的

爱国情怀，见证了军属的无私奉献和对爱的执着坚守。
在老连长事迹感召下，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三角山边
防连的一代代官兵传承“北疆卫士”精神，为筑牢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立下新功。

一条界河的铭记
蜿蜒流淌的哈拉哈河如飘带，分割出中蒙两国边界。
2021 年 5 月 30 日，60 岁的蒙古族汉子杨白乙拉，

驱车数百公里，再次来到这条魂牵梦萦的界河。与杨白
乙拉一同前来的，还有 71 岁的杨金龙和 60 岁的王长玉。

三位老兵从远方汇聚而来，只因这一天在他们的生
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1984 年 5 月 30 日，内蒙古军区某边防独立营一连
连长李相恩，带领蒙古族战士杨白乙拉骑马沿边境线巡
逻，来到哈拉哈河边。

哈拉哈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平时河水不深，流速
较缓。但在春暖花开时，河水会暴涨，形成滔滔巨流。

这是杨白乙拉第一次参加巡逻。“只有渡过河，才
能完成巡逻任务。我们连管控的边境线，点多线长，丛
林密布，情况复杂。”杨白乙拉说，“一路上，我感到步步
惊心。”

两人行至河中央时，河水突然暴涨。一股巨浪卷来，
杨白乙拉的马受惊，扬起前蹄一声嘶鸣，把他从马背上
摔了下来。

危急关头，李相恩翻身下马，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
中，向落水的杨白乙拉游去。

“几乎就在我被河水淹没的瞬间，连长抓住了我。”
杨白乙拉回忆，“连长用力托着我向岸边游去。渐渐地，
我明显感觉到连长没有力气了。突然，我被连长用力地
猛推了一把，被推到了岸边。”

这时，一个更猛的浪头打来，将李相恩再次卷进深
深的漩涡中。杨白乙拉刚想回身去拉连长的手，发现连
长已经消失在旋流中。

“连长、连长……”杨白乙拉撕心裂肺地呼喊着，痛
哭着。

杨白乙拉所在的位置是一处被河水包围着的小孤
岛，他被困在上面。

夜幕降临，李相恩和杨白乙拉还没回来，指导员杨
金龙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就在这时，连长的战马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围着
营房奔跑、嘶鸣。

“连长出事了！”杨金龙立即率领连队文书王长玉
等人迅速向边境线冲去。

“我们找到杨白乙拉时，已是深夜。”王长玉回忆，官
兵沿着河道继续向下游寻找。

“连长，你在哪里？”声声呼唤响彻夜空，在寂寥的
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下转第二版）

全盟党史学习教育现场观摩暨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于天宇 许文军）8

月 20 日至 21 日，盟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分组赴阿尔山市和扎
赉特旗，召开全盟党史学习教育现场
观摩暨座谈会。

观摩中，盟委党史学习教育各巡
回指导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及各旗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分别深入阿
尔山市新城街森旺社区、天池镇、阿
尔山口岸、市政务服务局、市教育局、
市人民检察院、阿尔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和扎赉特
旗巴彦高勒镇向阳村、音德尔镇多兰
社区、好力保镇、旗政务服务局、旗教
育局、旗社会治理指挥服务中心、旗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每到一
处，大家通过“听、问、看、评”，详细了
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情况，
自治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专题调度会要求落实情况，“五个一”
活动、“四个作用”进展情况，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工作的特
色、亮点和经验做法，对照先进典型
找差距，找不足，找短板，及时纠偏纠
错。

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五个一”
活动，通过开展“五个一”活动、发挥
好“四个作用”，进一步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全盟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要着力抓好“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真正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化
岗位建功和“我帮你”志愿服务活动，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实际问题；
要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贯穿
于日常工作中，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和
为民情怀，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盟旗
两级媒体要办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办
实事活动的进展成效和群众反响，大
力宣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浓厚氛围。各地各部门要
以此次观摩座谈为契机，陆续开展类

似活动，学习借鉴兄弟旗县和部门单
位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和特
色做法，理清思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责任担当，对表先进找差距、对标问
题抓整改，结合各自实际，相互借鉴、
确保全盟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取得实
效。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
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增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要共同助
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创建工作，
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集中
精力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发展、团结奋
斗促发展，为办实事、开新局凝心聚
力。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七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
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
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

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
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
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
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美援朝
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
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
受到了粗暴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
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下转第二版）

金秋丰收季   牧民打草忙
□韩文彬

8 月 中 旬 以 来，我 盟 各 地 天 然
草场迎来了丰收季，牧民们开始紧
锣密鼓地收割储备牧草，为牲畜安
全越冬做好充足准备。

走 进 科 右 前 旗 桃 合 木 苏 木 乌
申一合嘎查牧民道尔吉家的草场，
割草机、拢草机、捆草机等各种机
械正在轮番作业，一捆捆打包好的
牧草分布在草场中，原本寂静的草
原上热闹欢腾，一片繁忙景象。道
尔吉介绍，随着牧民生活条件的改

善，打草、捆草、拉运都已经采用机
械作业，不仅减轻劳动强度，还节
省了很多时间。

道尔吉家有近 2000 亩饲草场，
预 计 4 天 时 间 割、拢、捆 作 业 就 能
全部结束。“今年雨水充足，牧草长
势 非 常 好，去 年 打 了 500 包 草，今
年估计能打 600 余包，算是一个丰
收年，这些草料能够满足家里的牛
羊 过 冬，心 里 踏 实 了！”道 尔 吉 抑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今年牛羊膘
肥体壮，收入应该也差不了，我打
算年底买一台大一点的叉草车，干

起活来既方便又省力。”
“打草场是目前农牧业生产最

火热的地方，我们通过实地走访，
发现部分群众存在因打草机不够
用，影响打草进度的问题。了解情
况后，我们多方联系协调机械，全
力及时解决农牧民‘急难愁盼’问
题。”桃合木苏木武装部长陈巴根
说。

近年来，我盟采取积极有效措
施，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不断加大退牧还草、生态修复、
生物灾害防治和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等工程投入力度，加之水热
条件良好等有利条件，使得草原生
态逐步好转，天然草原牧草长势喜
人。

据了解，全盟草原面积 4551 万
亩，其中可利用草场 3918 万亩，预
计今年产草量达 31 亿公斤。为顺
利完成牧草收割、贮备冬季饲草料
工作，我盟在充分考虑草地类型、
气候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科学制
定打贮草作业时间，实行严格的轮
刈、间作制度，有序开展秋季打贮
草工作。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白俊华  晓兰

走进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包拉温
都嘎查，树木葱郁，一股新鲜的空气扑
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在嘎查杨树林
里，护林员郑有正在巡林、捡拾干树枝。
郑有是土生土长的包拉温都嘎查农牧
民，他告诉笔者，这几年嘎查的变化特
别大。

“前些年都看不见草，现在这树木
和草场长得多好，一眼望去全是绿色，
这都是近几年禁牧的结果。”

包拉温都嘎查多为盐碱地，生态脆
弱。为改善生态环境，包拉温都嘎查严
格落实全旗“三禁”工作，实施了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封山育林等工程，使沙
化面积由原来的 1.5 万亩减少到现在
的不足 3000 亩，草原覆盖率提高到 80
％以上。

郑有告诉笔者，近几年不仅绿地面
积在增加，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也不
断加强。

同样是嘎查护林员的王福军，今年
家里新添了 3 头牛犊。王福军说，护林
员的工作让他有了工资，舍饲养殖让他

有了产业，如今不仅环境好了，日子也
好了，他要多养几头牛，让生活越过越
红火。

为了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赢，嘎查通过积极发展林果业，带动农
牧民增收。张德育是嘎查的果树种植
大户，他的果园曾是包拉温都嘎查的一
片沙丘，通过几年的发展，沙漠彻底变
成绿洲，果园栽植规模从当初的十几亩
发展到 500 多亩。他牵头成立科右中
旗张德育林果业专业合作社，把 500 亩
低效山杏树进行高枝换头嫁接成李子
树，成活率达到了 90%，果园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凸显。2020 年净利润达到
2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达 400 人次，累
计发放工资 20 万元。

张德育果园产业发展不仅成为当
地的一张绿色名片，更成为带动农牧民
增收，促进生态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

“致富果”“希望果”。
如今，包拉温都嘎查曾经裸露砂石

的荒滩变成了绿色湿地，曾经遍布坑洞
的滩涂变得水草丰美，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的日子
也越过越好。

盟委召开 2021 年第 30 次委员会议
张晓兵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温亮）8 月 23 日，盟
委书记张晓兵主持召开盟委 2021 年
第 30 次委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自
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在我盟督导调研时
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
关会议精神，听取盟委外事工作和全
面从严治党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
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胡春华副总理在我盟督
导调研时的讲话和石泰峰书记、王莉
霞代主席在我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
为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有力指
导。全盟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紧密结
合地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切实加

强田间管理，强化天气监测预报预警，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坚决夺取秋粮丰
收，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要扬长
避短、培优增效，着力打造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力推
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深入开展“科技兴
盟”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全面加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积
极开展春播、夏忙、秋收、冬储“四季”
项目建设行动，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要扎实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用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政策机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村集

体经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
准帮扶机制，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要围绕“山、水、文、绿”四要
素，全面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全力打造
大乌兰浩特生态宜居城市。要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毫不松懈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
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大局，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外事工作无小事，全盟
各级要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正确方
向，统筹涉外疫情防控和对外交往，坚
持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积

极推动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加快发
展泛口岸经济，毫不放松抓好涉外疫
情防控，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不断开创我盟外事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全盟各级要坚决扛起
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大力发扬伟
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着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认真践
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推进正
风肃纪反腐，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为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保证。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同心共筑防疫长城
防疫道路千万条  接种疫苗第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