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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5

16年未吃的年夜饭
文/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除夕的清晨，内蒙古
科尔沁右翼前旗额尔格图
镇的居民们早早起了床，
开始为晚上的年夜饭做准
备，镇里洋溢着浓浓的过
年气息。

而在额尔格图供电所
内，和平和霍建平仍如往
常一般仔细检查着工具，
准备开始一天的输电线巡
视工作。自2004年到额尔
格图供电所从事线路维修
工作以来，他俩每年除夕
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一
晃已有16年没有回家吃年
夜饭了。

伴随着远处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和平和霍建平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茫茫
雪原中，开始对接入额尔
格图镇的4.3公里输电线进
行巡视。

郊外寒风呼啸，两人
走到一根电线杆下，和平
拿起望远镜对杆塔进行全
方位扫视，霍建平摘掉棉
手套认真记录着观察数
据，不一会手就被刺骨的
寒风吹得又红又紫。霍建
平说：“虽然这已经是节前
的第5次巡视，但还是不能
有半点马虎，镇里8000多
户居民家的用电全靠这条
线路输送。”

“每年过年前，我们都
要反复检查输电线路，生

怕居民家里供不上电。”和
平说道：“回想起来，上次
除夕停电还得是11年前了
吧？”“是呀，那是2008年的
除夕，那年的雪是真大。”
霍建平说。

2008年除夕早上，和
平接到调度中心电话，发
现供电区间有故障，让供
电所带电巡视。和平、霍建
平和同事佟永志马上准备
好检修工具，出发寻找故
障点。

暴雪过后的额尔格图
镇，积雪没过膝盖，汽车开
出去几百米就熄火了，三
人只能徒步前进。寻找了3
个小时后，终于发现故障

点，和平马上给调度中心
打电话，申请停电维修。

“那天太冷了，手脚被
冻得不能打弯，很费劲地爬
上杆塔，没几分钟就被冻透
了。”霍建平回忆说：“我们
三个人轮番上杆，修了2个
小时才处理完故障。”

“处理完故障才发现，
老霍脸都冻伤了。”和平说
道。霍建平笑着说：“只要
没耽误大家看春晚、煮饺
子，那点小伤都不算什
么。”

从那以后，供电所加
强电力安全检查，加上农
村电网改造工程提升了输
电线路的稳定性，额尔格

图镇再也没有在春节期间
出现过电力故障。

寒风越刮越大，天上
飘起了雪花，和平和霍建
平相互搀扶着向延伸到山
上的线路巡去，在每一根
杆塔周围仔细查看，风钻
进衣服，把他们厚厚的棉
袄吹得鼓鼓的。

上午10点多，二人完
成巡视，回到供电所，看到
同事们正在贴对联。霍建
平说：“今年的年夜饭又不
能在家吃了，嫂子还要来
给你送饺子吧？”和平笑着
点点头。

稍作休息后，和平又
拎起工具袋往外走去。“我

还是不放心，咱们再去镇
里几家粮库和超市看看，
有什么安全隐患好及时处
理。”霍建平点点头，和他
一起走进了风雪中。

在一家粮库检查自备
电源时，和平接到了妻子
的电话。“和平，我刚去供
电所给你送饺子，你没在，
给你放桌子上了，忙完早
点回去吃饺子呀！”“爸爸，
新年快乐！快回来给我压
岁钱。”儿子的声音也在电
话中响起。

“好，好！新年快乐！”
和平开心地说道。挂断电
话后，他和霍建平又走向
了下一家粮库。

除夕当日，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2098名公安民警
坚守岗位，在群众身边守护
平安，同时守在群众身边
的，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

“网上警局”。
“网上警局”是包头市

公安局开发的一个公众号
平台，目前有成员160万。群
众咨询公安业务办理事项、
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
治理建言献策，只需在平台
发帖留言，就会收到值班民
警的实时回复。群众亲切地
将“网上警局”称为“身边的
派出所”“随身携带的警务
宝典”。

除夕上午，刚从外地回
包头过年的网友“喵小布”
在“网上警局”发帖询问春
节去哪里能办护照，她想趁

着过年回家去办护照。3分
钟后，她的留言就收到了回
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
的值班民警白铁钢和窦颖
先后回帖，告诉“喵小布”出
入境管理部门的工作时间
和办护照需要的证件。

“除了回复网友的提
问，我们还将其他办护照会
涉及的信息都回复给她，希
望她办护照时少跑腿，一次
就能办成。”白铁钢说。“谢
谢民警同志，太详细了。”

“喵小布”给民警的细致回
复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包头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户籍大队大队长杨卫平
说，春节期间，市民们在“网
上警局”咨询户籍和出入境
业务的比较多，还有随手举
报节日不文明行为的，市公

安局各分局、各警种、各级
公安指挥中心都有值班民
警负责“网上警局”的回复
工作，只要群众有问题需要
咨询或者解决，都能做到零
延时回复、全覆盖办理。

网友“石泰隆”在去亲
戚家拜年的路上，看到有车
违规停到了青山区消防特
勤一中队门口，影响消防车
的进出，他赶忙在“网上警
局”反映了这个情况。包头交
管指挥中心看到他的留言
后，联系他确定了具体位置，
马上安排附近交警联系车
主挪走了车辆。

“在‘网上警局’，我们
的问题及时有民警回答，举
报不文明行为也能很快得
到反馈，感觉我们和公安民
警距离更近了，自己也更有

积极性参与社会治理。”市
民陈碧云说。

违规停车、在禁燃区燃
放烟花、酗酒滋事……除夕
二十四时前后，“网上警局”
中的“随手举报”栏目收到
了大批群众对违法或不文
明行为的举报。“这个时间
是大家拜完年回家的高峰
期，大家在路上看到不文明
行为会随手拍张照片，在

‘网上警局’发帖，我们看到
属于自己派出所辖区的举
报，会立刻出警处理。”新兴
大街派出所所长于洪震说，
每年春节，公安部门会出动
大批警力执勤巡逻，今年不
仅有公安民警保障社会平
安，还有广大市民积极举报
不良行为和不法行为，警民
协力打造平安春节。

嘎查新风：
做好事奖积分 超市购物少花钱

文/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

“老张啊，你在超市又用积分换了这么多东西啊，
这一年家里省了不少钱吧！”张孟根仓刚走出嘎查的
爱心超市，邻居们便笑着对他说道。张孟根仓一手提着
一袋面，一手拎着一桶食用油，外套的兜里还揣着几袋
盐、糖果和茶叶，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这些都是他
用积分在爱心超市兑换的。

5分换两瓶醋，2分换一块香皂，30分换一桶食用油，
40分换一袋大米……自2017年底以来，内蒙古通辽市奈
曼旗大沁他拉镇包日呼吉尔嘎查的村民通过参加集体劳
动、践行孝老爱亲、评选文明典型等方式可以获得数值不
等的积分，每季度都可以在爱心超市通过兑换积分换取
相应的商品，爱心超市里不使用人民币，积分就是“钱”。

近年来，奈曼旗创新实施“精神扶贫五个一”工作机
制，将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不断深化乡村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激发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包日呼吉尔嘎查将积分作为“货币”，极大地调动了
村民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嘎查里不管谁家有个大事
小情，村民都会主动提供帮助。不仅如此，家庭和谐、邻里
和睦的典型在嘎查里不断涌现，村风村貌得到了明显的
改变。

去年一年，张孟根仓和老伴帮助嘎查种树、栽花、清
理垃圾、美化街道，做的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可“小
事不小”，老两口一年一共得到了300多积分，成为2018年
度嘎查获得积分最多的村民。

“老伴喜欢用积分换一些日用品，她换回来的3包袜
子估计能穿到明年。”张孟根仓说，用积分换回的米面油够
他和老伴吃一年，可以给家里节省1000多元的日常开销。

“积分政策执行初期，村民都是为了能多得积分多
换商品‘做好事 ’，时间一长，‘做好事’已经成为村民的
日常习惯了。”包日呼吉尔嘎查支部书记胡格吉乐图说。

张萨木嘎是嘎查里出了名的好儿媳，她也因“孝老
爱亲”得到了积分奖励。去年她用积分不仅给家里换回了
米面油和各类日用品，还给家里换回一台电饭煲，一家人
乐得合不拢嘴。

“积分制度实施一年多来，村民积极参与的同时，
责任感和荣誉感得到了明显加强。”胡格吉乐图说，“未
来我们要继续优化积分制度，引导村民积小善成大善，
通过一点一滴潜移默化，换来和谐互助乡村新气象。”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草原上的一座蒙古包
内，炉火正旺，热闹非凡。85
岁的寿星其木格老人端坐
在蒙古包正中央，孩子们按
辈分手捧哈达和奶食品行跪
拜礼。寿星接受祝福后，从身
边袋子里拿出糖果分给孩子
们，与大家一起分享寿福。

“过本命年又有了传统
味儿，不再是‘人情债’了。”老
人的女婿、内蒙古镶黄旗扎
毕拉胡嘎查牧民伊力特说。

过本命年是蒙古族人
极为重要的人生礼仪之一。
按照传统，蒙古族通过祝寿
仪式来表达对60岁以上老人
的尊敬，人们祝寿的礼物也
非常简单，碗、茶、自制奶食
品等等。

但从10多年前开始，草
原上盛行奢华祝寿风，牧民
们纷纷跟风发请柬、进城摆
寿宴、礼品只送钱，还有不少
人从37岁就开始过寿，人情
消费成为牧民沉重的负担。

眼看过本命年这一传统习俗
逐渐变味儿，锡林郭勒盟在
牧区提出让民俗回归传统的
倡议，让牧民们自觉抵制大
操大办、积极倡导节俭过寿。

“从去年开始，嘎查和
苏木的大会小会不断提醒
我们不要铺张浪费、大操大
办，提倡送礼只送自制的传
统奶食品、书籍，抵制送礼
金。今年过年前，微信上还广
泛流传类似内容的倡议书。”
伊力特说。

为了给母亲过一个“清
新”的本命年，今年其木格老
人的孩子们改变以往进城
设宴、邀请全村人的做法，只
在家族亲戚中举行了一个
小型祝寿仪式，用蒙古族最
传统的形式庆祝本命年。

其木格老人说，在她年
轻的时候，草原上的祝寿就
是这样简单又不失仪式感。
她希望，草原祝寿习俗逐渐
回归传统，不再成为人们“敛
财”的手段。

包头“网上警局”过年不打烊
文/新华社记者 丁铭 哈丽娜 魏婧宇

其木格老人本命年的传统味儿
文/新华社记者 勿日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