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2018年3月7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李艳军
责任校对：玉 峰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8
2018年3月7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李艳军
责任校对：玉 峰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蔡冬梅

人民情怀

今年春节前夕，当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
木巴彦淖尔嘎查85岁高龄的牧民玛吉格老
人在电视上看到总书记去四川少数民族聚
居地看望慰问当地的彝族群众时，她不由得
又拿起摆放在桌上的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慰
问时的照片，轻轻擦拭起来，这是老额吉最
幸福的时刻。

“做梦也不曾想到，在80多岁的时候能
够见到总书记，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时
刻。”玛吉格逢人必讲。

4年前的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
皑皑白雪来到她家，当听到玛吉格说起当地
有的牧户在用电、通行上还有些困难时，总
书记要求当地党委政府作出规划，努力加以
解决。如今，全嘎查39户牧民家庭成功通了
常电，嘎查新打了6眼机井，新修水泥路13公
里。玛吉格老人住进锡林浩特市爱祺乐牧民
养老院安度晚年。老人说，她最想对总书记
说的心里话就是：请总书记放心，草原牧民
现在的日子过得特别幸福！

“老头子，快来给我搭把手称些木耳，张
书记的朋友上次买过咱们家的木耳后直说
好吃，让再给捎去些，一会儿张书记就要来
取呢。”

家住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乌逊
嘎查的吴特古斯和老伴儿接到嘎查党支部
书记张宝玉的电话后就忙乎开了。这个春节
前后，他家的黑木耳卖得可快了。通过黑木
耳种植产业扶贫项目，吴特古斯一家成功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旗委书记白云海作为深
度贫困地区代表之一发言。当他汇报说当地
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因病致贫等情况时，总
书记十分关切，几次询问详情。“总书记问我
的内容，都跟老百姓的生活困难、脱贫攻坚
相关。”白云海说。

科右中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和
嘱托，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目前，贫困人口已经由2013年的6.7万
人减少到现在的1.4万人。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草原
上，一场冬季那达慕正在进行。摔跤角逐、骑
马比赛，笑声、掌声和悠扬的马头琴声在清
冽的雪原上空久久回荡，让来自天南地北的
众多游客直呼“过瘾”。

“我们现在冬天也闲不着了，你看，这些
外地人都是来这里‘找冻’来的，没想到这冰
天雪地的日子也能有这么多人前来旅游。”
牧民巴特尔说。内蒙古的四季旅游正在成为
老百姓致富的重要渠道。

人们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
内蒙古阿尔山调研棚户区改造时的叮嘱：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
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

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
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习近平总书记
行之所向，言之所至，思之所及，无不关乎人
民，始终坚守这份浓浓的人民情怀。

草原牵挂

时间刚刚跨入2018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如期而至。
1700多字的新年贺词中，与内蒙古相关联的
地方就有3处：各类棚户区改造、朱日和沙场
点兵、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来信。

内蒙古草原不会忘记，4年前，习近平总
书记带着党中央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亲切
关怀和牵挂，走进社区、牧户，深入林场、企
业。从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到呼和浩特市，总
书记温暖的话语、戍边战士坚定的眼神、各
民族同胞幸福的笑脸……那个冬天的一幕
幕动人情景，依然深深铭记在每个人的心
中。

怀着对草原的深深牵挂，立足内蒙古独
特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脉络，总书记对
内蒙古的长远发展提出清晰的战略指引和
殷切期望：

———“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
助”。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内蒙古的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内
蒙古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华北、东
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要努力把内蒙
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要坚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
的好传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精心做好民族工作，把内蒙古建成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
要桥头堡”。

“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发展
口岸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同俄罗
斯、蒙古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合作，把内蒙
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准确定位了内蒙
古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的前进方向
和工作重点，是内蒙古自治区继续推进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同时，也给
内蒙古提出了清晰的总体发展目标———“把
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
丽”。

4年来，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城乡发展呈现新面貌，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内蒙古人民不会忘记，自治区成立70周
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为内蒙古题词“建设亮
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承载着党中央
对内蒙古继往开来、再谱新篇的亲切关怀和
殷切期望。内蒙古2500多万各族人民欢欣鼓
舞，倍感振奋。

深情嘱托

又到了草原上接羔的繁忙季节。近日，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
嘎查党支部书记米吉格开始召集牧民们商
议今年的草场轮牧事宜。

几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各界优
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曾经关切地询问蒙古族
青年代表米吉格，草场是否能实现轮休？叮
嘱他既要保护好大草原，又要带领牧民们致
富。“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这样

既可以保护草场，还有助于牛羊长膘，大多
数牧户都愿意这么干。”米吉格说。

近日，一个喜讯从全国妇联传到了遥远
的阿拉善———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
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乌云苏
依拉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成为内
蒙古首位获此殊荣的人。“我这几天忙着整
理下乡宣讲的材料，只有自己先把政策弄懂
学透，才能给老百姓讲明白，也才能落实到
位。”

2015年9月30日，乌云苏依拉作为基层

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接见。“总书记跟我握手时，问我
是干啥工作的，我赶紧回答是村干部。他就
跟我说，要带领好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这是
总书记对我们基层干部的深情勉励和嘱托，
也是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一定要充分发
挥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
农牧民搞好服务。”

“主席来到我身旁，这一天不寻常，年轻
的心灵充满美丽的梦想……”在内蒙古军区
边防某团的三角山哨所，连队官兵们每天集

合站队都会高唱自创自编的《主席来到我身
旁》。这首歌赋予了连队官兵温暖而又坚定
的力量。

2015年2月16日，官兵们捧着一封回信，
激动万分！就在一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
严寒，专程来到连队，他告诉战士们：“今天，
我和你们一起值勤站岗。”总书记在回信中
勉励官兵：“着力加强连队全面建设，推动强
军目标在连队、在边防落地生根，为筑牢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总书记的

殷切期望，如春风温暖着每一个官兵的心
田，像战鼓激励着官兵们前行。

眼下，新的学期开始了，在呼和浩特市
一所中学任教的闫志净又进入到忙碌的教
学备课阶段。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她除了
肩负着作为人民教师的一份深深责任，还怀
有一颗感恩的心。

2014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们。
总书记与当时正休寒假回到福利院家中的
24岁的大学生闫志净谈生活、谈学习、谈未
来。说到自己今后的想法，闫志净说，要怀着
感恩的心回报社会，以后多做公益事业。总
书记告诉她：“要学会承担社会责任。”习近平
总书记动情地说，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
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希望福利院的孩
子和祖国其他孩子一样能够健康地生活、幸
福地生活一生。

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闫志
净，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当作自己的
座右铭和人生的奋斗目标。她要把从社会大
家庭得到的爱心传递下去，用真情感动她的
学生。

奋斗豪情

3月5日，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
幕的日子。当日下午，来自新华社的一则仅
有57个字的消息迅速传播：“3月5日下午，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来到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

内蒙古代表团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代表团参加审议
了！

3月5日下午，当习近平总书记步入内蒙
古代表团所在的会场时，全体代表热烈鼓
掌，全国人大代表娜仁图雅代表内蒙古各族
人民向总书记敬献哈达，祝总书记吉祥如
意。

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的小
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代表在发言中，
介绍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走新时代乡村振兴
之路，努力实现富民强村梦。总书记认真听
取她的发言，并不时插话，详细询问当地人
均耕地、蔬菜种植、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惠民、垃圾处理等民生细节，关怀当地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百姓民生的具体
情况。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过程中，习近平
总书记认真听取了每位代表的发言。总书记
说，在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党中央
提出，中央领导同志应选择老少边穷地区参
加选举。我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选举，
表达了党中央对民族边疆地区的重视，体现
党中央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心。

“能跟总书记近距离接触，我太激动
了！总书记的讲话都说到我们心里了，特别
接地气，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来自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的刘亚声代表很
兴奋。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她几乎没休
息，都忙着去农村牧区和社区作调研了。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医疗一线的人大代表，
我不仅要把医疗领域和更多方面的民声反
映上去，也要把总书记对内蒙古各族人民
群众的牵挂和关怀带回去，把总书记的指
示精神带回去，立足本职岗位，为建设亮丽
内蒙古贡献自己的力量！”刘亚声的神情自
豪而庄重。

“作为新一届人大代表，能同总书记同
堂议政，兴奋之余，我感觉压力很大！今天，
总书记为内蒙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出
了良方。他强调内蒙古要大力培育新产业、
新动能、新增长极。这太好了！我们的企业拥
有世界上第一套以煤为原料生产石油化工
产品的大型设备，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我一
定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带回去，在实际工
作中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们代表团参加审议
了！这个喜讯让内蒙古2500多万草原儿女奔
走相告、兴奋不已，不负使命、砥砺奋进的豪
情在胸中激荡。

3月5日，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阿尔
善图嘎查党员中心户赛汉其其格家的蒙古
包上空，袅袅炊烟在明媚阳光的映射中冉冉
升起。从清晨8点开始，一天时间里，蒙古包
里的歌声、马头琴声、欢笑声不断。走进蒙古
包，身着节日盛装的乌兰牧骑队员正在翩翩
起舞，牧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今天
是个好日子！总书记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
我们爱戴的人民领袖。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
喜迎两会、关注两会，用实际行动去努力奋
斗，去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嘎查党支部书
记布日古德说。

白雪皑皑的呼伦贝尔草原寒风凛冽，鄂
温克自治旗伊敏苏木巴彦塔拉嘎查牧民
图门吉日嘎拉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他深情
地说：“4年前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草原看望
农牧民，慰问困难群众，始终和咱们老百姓
心连心。如今，总书记又与我区的人民代表
在一起共商国是，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族
边疆地区的重视。大草原虽然离北京很远，
但是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党中央的温暖与
关怀。今后，我要以实际行动带领牧民共同
发家致富，让总书记放心。”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领袖人民爱”。
从林海到戈壁，从农村到牧区，从乡野到城
镇，无不奔涌着草原儿女对人民领袖的爱戴
之情。

“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
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
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的精神。”

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用形象的比喻勉
励各族干部群众。在全国两会盛大开幕之
际，总书记又对内蒙古提出新的期望。各族
草原儿女纷纷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将更加意气风发、信心满怀地朝着“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目标阔
步前进。

选票凝情汇民意 嘱托励志新作为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报告④

一张张神圣的选票，一次次热烈

的掌声。历史的细节，往往蕴含着深

刻的内涵，有些时刻，必将载入史册。

2018年1月30日是个非常值得

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出席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530

多名代表齐聚内蒙古人民会堂，怀

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敬意和赤

胆忠心，投下了神圣的一票、忠诚的

一票、圆满的一票。

总书记当选我们的代表啦！

所有代表情不自禁地起立，会

场内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

声。这是530多名人大代表的共同

心声，更是2500多万各族草原儿女

的共同意愿！兴奋、激动与自豪之

情，洋溢在会场内每一个人的脸上。

人民代表人民选———如潮的掌

声，表达的是各族儿女的感恩之情！

人民领袖人民爱———如潮的掌

声，表达的是各族儿女的爱戴之情！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内蒙古

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是对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

信任，是巨大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