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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哲：让林区在乡村振兴中变得更美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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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烟头1元钱、一
公斤废旧药品1元、一公斤
饮料瓶2.5元，积攒的多了，
能换成2元、5元、10元不等
的垃圾兑换券，到嘎查的
便民超市直接买香皂、盐、
酱油、色拉油等生活用品，
活这么大岁数还从未想过
会有这样的好事情。”2月
18日下午，在鄂托克旗中
华联合保险公司垃圾兑换
中心包日塔拉站，包日塔
拉嘎查50多岁的村民李子
林对记者说。

垃圾兑换中心面积不
到50平方米，分门别类放
置着几个不同颜色的垃圾
回收箱，墙上张贴着回收
垃圾的价格和兑换方式，

农历每月初五、十五、二十
五上午是开放日，包日塔
拉嘎查的村民就会把捡来
的废纸、塑料瓶、酒瓶、废
旧电池等自觉送到垃圾兑
换中心，也正是得益于这
种垃圾有偿回收新模式，
使得包日塔拉嘎查街道干
净整洁，村民人人参与环
保行动。

“中心按兑换标准将
垃圾进行折价后发放兑
换券，居民凭兑换券到包
日塔拉便民超市选购等
价值的任何商品。这种模
式旨在鼓励农牧民群众
对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
的垃圾进行主动收集、自
主分类、绿色兑换，探索

实行绿色积分制，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引导农牧民
自觉改善嘎查居住环境
卫生，增强了农牧民垃圾
分类、爱护家园的生态环
保意识。”

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
派驻包日塔拉嘎查第一书
记李国英告诉记者，垃圾
兑换中心采取“村民分类
收集、定点兑换商品”的处
理模式，从源头上保障了
垃圾不落地，这种有偿回
收新模式在居民的一次次
兑换中树立了文明新风，
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三贏。截至目前，包
日塔拉嘎查村民已经兑换
了上千元的物品。

正月里的大兴安岭深
处雪原茫茫，气温低至零
下30摄氏度左右。记者在
满归林业局北岸林场见到
全国人大代表周义哲时，
他正在和林场职工们讨论
他今年的建议。今年55岁
的周义哲是内蒙古大兴安
岭满归林业局北岸林场
107工队的队长，参加工作
30余年来，始终工作在林
区一线。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周义哲深感责任重大，生
怕自己的建议和讨论发言
不能全面表达林区人民关
注的重点问题，而辜负林
区人民的重托。为此，他绞

尽脑汁，把收集到的意见
和建议一一整理研究。周
义哲告诉记者，“去年，我
把关于加快内蒙古大兴安
岭重点国有林区道路建设
等3条建议带上了全国两
会，如今都给了明确的答
复。今年我又准备了4条建
议，现在正在完善阶段。”

周义哲说，“基于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发展
模式由木材生产为主转变
为生态恢复和建设为主、
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
为主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
生态服务为主，失去对基
础设施建设进行直接投入

的能力，而公路对推进地
区生态、经济、社会建设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去年
我建议对贯穿林区的主要
交通干线公路在计划安排
上给予重点倾斜，加大投
入并优先安排资金进行建
设，并加快危（断）桥涵复
建和改造；另外，应尽快开
展将具有农村公路属性道
路纳入属地公路网规划工
作。同时，应推进公路建设
养护管理体制改革，开辟
稳定、可持续的道路养护
资金投入渠道，把林区自
建自养的公路纳入其中。
我的提议得到认同，国家
加大了国有林区道路建设

支持力度，经过一年的推
动，部分项目将在今年正
式开工实施。”

周义哲介绍，“我工作
在林场一线，非常清楚林
区的现状。内蒙古大兴安
岭重点国有林区自1952年
开发建设以来，几代务林
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爬
冰卧雪，服务国家经济社
会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开
发建设初期的老一代务林
人均已退休退职离开工作
岗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仍
然生活在林区，发挥余热
为林区事业献计献策。截
至2018年底，全林区共有

退休职工89957人，人均社
保养老金2639元/月。由于
历史和企业性质的原因，
长期以来林区职工工资收
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造
成养老保险金缴费水平偏
低，退休之后与地方其他
单位，特别是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职工在养老金待遇
上存在差距。”针对林区面
临的诸多问题，周义哲便
把今年的建议多放在了生
态和民生上。

周义哲介绍说，前段
时间，他又走访了一些单
位和基层组织，进行了一
系列调研和座谈，得到了
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特

别是来自一线的群众的呼
声和要求，他会精心准备
向大会提交建议。

护林员们听说周义哲
又要到北京参加两会了，
大伙儿都抢着让他给总书
记拜年带好，大伙儿说，“我
们林区现在成立了重点国
有林管理局，请总书记放
心，请党和国家放心，我们
一定会全心全意守护好大
兴安岭这片绿色林海。”

周义哲说，这几年，国
家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多，
农民务农，我们务林，惠农
的政策也应该带上林区，
让林区也在乡村振兴中变
得更美，林业变得更兴旺。

2月13日，记者在乌拉
特前旗教育局见到全国人
大代表娜仁图雅时，她正
在为补充和完善《推动家
庭教育，提高家长的育儿
能力水平》的参会建议忙
碌着。作为一名从事民族
基础教育教学工作20多年
的教师，娜仁图雅被借调
到了旗教育局工作。

指着电脑上自己精心
准备的文稿，娜仁图雅深
有感触地说：“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
天然的老师。亲情的纽带，
使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不可代替的
地位和作用。我今年参会
的建议依然是围绕家庭教
育进行的。”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
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家

庭教育水平，助推中小学、
幼儿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升。”娜仁图雅话语中表
露出对当前家庭教育问题
的担心和隐忧。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
入学后，教育孩子就成了
学校的事情，孩子一旦有
问题，就将责任推给学校，
这是不对的。家长一定要
认清自己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也是终生的老师，要
跟学校共同配合，担负起
教育孩子的责任。”她说。

为推动家庭教育工作
健康发展，娜仁图雅在深
入学校、家庭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配合旗教育局组
建了家庭教育指导办公室
并且成立了家庭教育讲师
团。讲师团设幼儿组、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和民族
组，聘任36名家庭教育指

导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和有关专家担任讲师。采
取针对性选题、菜单式对
接的方式，先后走进43个
机关、学校、幼儿园、社区、
企业，开展家庭教育现场
讲座116场，受益家长达3
万多人次，取得良好社会
效益，得到了学生家长的
普遍赞誉。

娜仁图雅说：“通过组
织家庭教育讲师团开展讲
座，让家长认清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了解各年龄段
孩子成长可能遇到的问
题，逐渐改变了部分家长
的认识，产生了共鸣，起到
很好的教育效果。下一步，
我还要积极呼吁，将家庭
教育讲师团工作经费纳入
地方政府预算，加大讲师
培训力度，推动家庭教育
的持续开展。”

娜仁图雅：推动家庭教育健康发展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村民正在兑换物品

捡垃圾也能当钱花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