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聚焦农牧民增

收这一重点，不断培育壮大主导产

业，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坚定不

移地推进乡村振兴。

打好有效衔接“组合拳”

统筹推进政策落实

察右后旗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要求，将脱贫攻坚的政策、机制、资金

整体纳入乡村振兴战略。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

建起“1+N”政策体系。2021 年，全旗

统筹安排财政整合涉农资金 1.6 亿

元，实施项目 25 个；积极引进朝阳区

京蒙协作帮扶项目 16 个，区级项目 2

个；协调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等社

会组织、集团公司捐款 200 多万元用

于健康、教育、产业发展；累计向 94

个嘎查村（含幸福院）重新选派驻村

干部 233 人。

系好防止返贫“安全带”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察右后旗聚焦防止返贫，健全完

善动态监测机制，紧盯有返贫风险的

脱贫人口和有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

明确四层监测主体，扎实开展农村牧

区低收入人群常态化监测，建立监测

对象台账，强化动态管理，分类制定

帮扶措施，有效提升了监测帮扶实

效。2021 年以来，察右后旗对全旗农

村牧区常住农牧户进行了全面摸底

排查，按季度已开展 2 轮次动态监测

管理工作。下半年，察右后旗组织全

旗 8 个苏木乡镇 36 个嘎查村进行互

查。

激发持续发展“源动力”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察右后旗已有获批认证的“三品

一标”37 个，农畜产品注册商标 12

个；察右后旗红马铃薯、香菇 2 个产

品已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已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 701 家，建成市级以上示范合

作社 42 家、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5家。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察右后旗总投资 1.83 亿元，建成

总规模为 2.9039万千瓦的 59个村级

电站，已带动 65 个脱贫村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促进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助推全旗巩固脱贫摘帽成果。察

右后旗计划总投资 7000 万元实施

察右后旗肉牛养殖综合服务科技

园区项目，将覆盖察右后旗 21 个

集体经济薄弱的嘎查村内的脱贫

户以及一般户；投资 4730 万元，

实施了察右后旗马铃薯种薯繁育

科技示范园项目，待项目建成及运营

后，将实现全旗所有易地扶贫搬迁人

口全覆盖，保障覆盖区域内群众获得

稳定收益。 赵宝通 卢跃宁 金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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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一个 14 岁的渔家小姑娘，冒着

枪林弹雨，咬牙忍受着手臂上的枪

伤，一夜驾船六渡长江，把三批解放

军送到南岸……这是什么样的信念

在支撑？

“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好日

子过！”就是这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

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伟画

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巨

变，信念一步步变为现实，如今 86 岁

的马毛姐，既是亲历者又是建设者、

贡献者。岁月如梭，她初心如磐，信念

永远。

年龄最小的“小船工”，渡江战役

立大功

【小女孩勇护“生命之舟”】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百万雄师

在千里江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20时

许，渡江战役在中线安庆至芜湖间率

先打响。在夜幕掩护下，突击船像离

弦之箭，直驶南岸。船过江心，南岸国

民党军队的轻重机枪猛射过来。

“照明弹和火光将夜里的长江照

得透亮。”当年仅 14 岁的马毛姐，是

年龄最小的船工。她负责掌舵，眼睛

不太好的哥哥划桨，从无为县（今无

为市）的长江边出发渡江。“不知道害

怕，一心想着送解放军过江。”她说。

“当时母亲岁数小，体格瘦弱，又

是女孩子，最初解放军不同意她上

船。”马毛姐的女儿刘光林说，是妈妈

趁人不注意，偷偷上了船，当解放军

在船舱里发现她时，船已经驶离了江

岸。

茫茫江面上，机枪子弹拖曳着火

光，向渡船迎面打来，炮弹在江面上

炸起一个个水柱。与马毛姐同行的四

艘船中，有两艘被炮弹炸毁。

“敌人在南岸不断地放照明弹，

飞机也来回飞，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

来，落在船边上……”72 年前的情景，

马毛姐记忆犹新。

敌人的子弹密集袭来，打烂了船

帆，有一颗从她右臂穿过。简单包扎、

忍着伤痛，马毛姐和哥哥拼尽全力往

江对岸划去，整晚横渡长江六趟，把

三批解放军送上南岸。

【“马毛姐”们用小船划出渡江战

役的胜利】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

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6 月 2 日解放

崇明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加速全

国解放步伐。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千千万万

个像马毛姐一样的老百姓用小船划

出来的。“渡江战役中，每一名解放军

战士的身后，至少站着 10 位支前群

众。”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施

昌旺说。

渡江战役中，仅安徽无为、宿松、

怀宁三地就分别有 2000 多名船工参

战，有的父子、兄弟、兄妹齐上船，运

送大军过江。其中仅无为就涌现出一

等功臣 296 人、二等功臣 937 人。有

的支前船工牺牲了，连姓名都没有留

下。

2021 年 6 月 29 日，马毛姐获颁

授“七一勋章”。“这个荣誉不仅属于

我，更属于渡江战役全体支前船工。

相比于荣誉，我为党和国家做的事情

太少。”她说。

从贫苦童养媳到“人民的服务

员”

【贫苦童养媳“向阳生长”】

马毛姐是个苦出身。

1935 年 9月，她出生在无为县马

家坝村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家里以

打鱼为生，打到的大鱼渔霸要抢，小

的卖不上钱。经常没饭吃，出去讨饭，

还被狗追着咬。”马毛姐说，为了减少

一口人吃饭，她六七岁就被送给别人

家当童养媳。

1949年 2月，解放军解放了长江

北岸的无为地区。“解放军赶走了渔

霸，还给我们分田、送粮食。”马毛姐

说，她也得以回到自己家，心中明白

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只有共产党心里

装着老百姓！

渡江战役前夕，马毛姐积极报名

参加了渡江突击队。“我想把解放军

送过江，让那边的老百姓也能过上好

日子！”

信念一旦萌发，便会向着太阳生

长。新中国成立后，马毛姐进入学校

读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年满 18周

岁，她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并于 1954 年 6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

【“支前模范”永做“人民的服务

员”】

作为渡江战役“一等功臣”“支前

模范”，马毛姐参加工作后却从不以

功臣自居，听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合

肥车站区针织厂、合肥车站区被服

厂、合肥五金六厂、合肥帽厂、合肥市

服装鞋帽工业公司等单位工作，从不

挑拣岗位、讲求待遇。

“党叫干啥就干啥，目的就是为

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马毛姐说，

无论是一线当工人，还是做妇联、工

会工作，她都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

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老百姓服

务。

作为功臣、劳模，马毛姐曾多次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但她从不

向组织提个人利益上的要求。

退休以后，她也没有闲下来，经

常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作报告，义

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300多场次。

几十年来，马毛姐的岗位多次改

变，不变的是对党的忠诚。她经常说

是党给了她一切，“我要把一生奉献

给党的事业，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服

务员”。

永远跟党走，未来更美好

【景美民富，家乡展新颜】

前不久，马毛姐回到了家乡无为

市刘渡镇马坝村。

进入村庄，一幢幢两层、

三层的漂亮新房依水、沿路

而建，花草树木成行，生活设

施完善。新居、稻田、荷塘、蟹

池、花木……这个昔日长江

边的偏僻渔村，如今已成为

景美民富的美丽乡村。

而整个刘渡镇，2020 年

实现了最后一批 27 户 78 人

成功脱贫，全年新建 12.6 公

里的水泥路面村级道路，实

施 93个农田水利“最后一公

里”项目，进一步改善交通条

件和农业基础设施。

“变化太大了！以前我们

只能以船为家，哪有现在这

么好的房子。以前的臭水

洼，现在变成了荷花塘、螃

蟹田……”对比今昔，马毛姐

满怀喜悦，更充满欣慰，“没有共产

党，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

她现场给家乡的学生们上了一

堂党史教育课，叮嘱他们“要义无反

顾地跟共产党走”“只有好好学习才

能更有本事为人民服务”。

【未来更美好】

“马毛姐是人民的功臣，更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无为市刘渡镇党委

书记刘俊说，作为基层干部，要学习

马毛姐忠诚于党、爱党护党的品格，

践行初心、一心为民的追求，无怨无

悔、砥砺前行的忠贞，知重负重、锐意

进取的坚韧，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奋斗的力量，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再立新功。

马毛姐说，新旧社会对比，感

受更深。医疗保险、义务教育、脱贫

攻坚……这些关系民生的党的好政

策，她特别拥护。“跟着共产党，老百

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既是真理，也

是现实。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我

们永远跟党走，未来一定更美好！”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王丰

昨天刚过完腊八节，每个人带着

腊八粥浓烈的香味又开始了日常的

忙碌。

腊八粥是腊八节中必不可少的

食物。寒冬腊月，一碗黏糊糊热乎乎

的腊八粥喝下去，暖胃暖身又暖心，

简直再舒服不过了。

也正因如此，在许多掌故笔记

里，只要说到冬天，多会提及腊八粥，

只要提及腊八粥，又必然生发出一丝

暖意和甜意。

腊八粥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

节令食物，宋人笔记《梦粱录》和《武

林旧事》中均有记载，“宋时东京

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诸大寺作浴

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谓之腊八

粥。”。

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里记载：

“初八日吃腊八粥，先期数日，将红枣

槌破泡汤，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

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供佛圣前，

户牖、园树、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举家

皆吃，或亦互相馈送，夸精美也。”数

来数去只有六样，可见对于粥中材料

并不苛求。

清人潘荣陛和富察敦崇在《燕京

岁时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腊八粥

者，用黄米、白米、小米、菱角米、栗

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

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

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

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

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

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

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腊八粥应

该很有嚼头：粥的材料一共 16 种，分

成生料 8 种和熟料 8种，看来清代的

腊八粥还是非常讲究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腊月初

八熬碗粥，也就是在米粥里加点儿花

生大枣什么的；到了九十年代各种罐

装八宝粥兴起，忙碌的人们到了腊八

这天，买几罐打开，将粥倒进锅里，加

水煮一煮就喝，基本上就是应付；但

是从本世纪初到现在，随着人们经济

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对传统文化的

重视，熬制腊八粥成了家家户户必不

可少的事情，而超市里一袋一袋分装

的腊八粥的食材，也越来越精致和丰

盛。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此民谣，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

三。这足见孩子们盼望过年的急

迫心情。也说明了过完腊八，离过

年就不远了。

腊八一过，在外的人也开始收拾

行囊，准备一年一度盛大的迁徙，交

通运输部门也开始为这次迁徙提前

准备了。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一个城

市到另一个城市。回家这两个字，带

着迫切，藏着家人盼归的思念走上各

大媒体的头条。

腊八时节，如果未能与家人一同

共进腊八粥，也别忘记给家里人打一

个电话，报个平安，来个问候。

因为，我们生逢这个伟大的时

代。莫要辜负国泰民安，一碗温暖的

腊八粥，粥里掺着满是浓浓的爱。

“七一勋章”获得者｜渡江英雄马毛姐：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气贯长虹 英雄史诗

察右后旗：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腊八粥，年节初味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

长、条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

侵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

抗日武装，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 年前的 9月 18 日，日军炸

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

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

已久的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

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

者，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90 年后

的 9月 18 日，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再

次划破沈阳天际，提醒后人铭记悲

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

问：是什么，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作出

这么多的牺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

留下这么久的回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

柳林街，修缮一新的北大营旧址陈

列馆静默无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

的样子。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当国民政府仍心存侥幸心理、严令

军队“不抵抗”时，中国共产党已经

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

满洲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

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

的！”号召国人奋起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

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份横眉

冷对日寇的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

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说，在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

党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

第一个发出抗战宣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了

灯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

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

抗日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

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

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

民……仁人志士接踵而来，他们或

是年轻的革命者、或是留学莫斯科

的高材生、或是家境殷实的“富二

代”，但来到东北，他们的身份便只

有一个———共产党人！

1936 年 2 月，东北各抗日武装

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

牲无悔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 35 岁，敌人解剖

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

和棉絮；赵尚志牺牲时 34 岁，遗体

被扔进松花江的冰窟之中；陈翰章

牺牲时 27 岁，被敌人残忍地割断了

舌头、剜去了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

多时 3 万多人锐减到最少时不足

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1 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东北

抗日联军消灭敌人 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

品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 14 年抗战

的首倡者，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

者。”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军

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 年

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

士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只

能以树皮草根充饥；日军物资充沛、

红光满面，抗联军队连衣服都靠扒

敌人的穿；东北的寒冬，唾沫出口成

冰，躲在山里的战士却连火都不敢

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

此坚持 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

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

亡国奴的生活。”杨靖宇亲自写下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

冰天雪地里唱出军魂豪迈；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

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

国而牺牲的！”赵一曼就义前为幼子

“宁儿”写下的家书，舐犊之情与爱

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

最大的光荣！”面对日伪军逼降，以

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 8 名女官

兵投江前的话语，书写出“八女投

江”的壮烈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

实现这个理想，原名关有维的山西

青年，给自己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

尽在不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

守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

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

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

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

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

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

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

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壮丽旗帜！”习近平总书记铿

锵有力的话语，成为东北抗联英雄

壮举最好的注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

G8103 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9 时

18分准点到达沈阳北站。

巧合的是，G8103 次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行驶的京哈铁路，正好从

当年日军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的几十米远处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

道：“想想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

上修建铁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

争，令人愤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

路和高铁，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

更美好的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

今又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

联军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

抗联密营，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

具规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

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

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

壮成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

建立现场教学点，打造精品课程，把

革命遗迹旧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

堂。

今年 10月，作为 2021 年度中

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

库建设试点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

列馆大数据项目建设如期完成。东

北抗日联军的故事将在大数据的助

力下走出山城本溪，走进更多中国

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

心，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

精神纽带，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

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

90 年前，中华民族 14 年艰苦

卓绝的抗战开始；90 年后，中国人

民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

抗联精神生生不息。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