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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夏日夜晚，鄂尔多斯

草原热闹非凡，蒙古族舞

蹈欢快灵动，呼麦长调醇

厚悠扬，马头琴表演似万

马奔腾直冲云霄……欢声

笑语此起彼伏，伊金霍洛

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为

数百名当地农牧民与游客

带来一场艺术盛宴。

“怎么看都看不够，盼

着他们下次再来。”一个多

小时的演出结束，观众意

犹未尽。

2019年7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

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

动”“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

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

《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

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

牢记总书记嘱托，内蒙

古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积极推

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草原文艺轻骑兵——

为农牧民送去歌声与

欢乐

“乌兰牧骑月——一

切为了人民”文艺惠民演

出开展一个多月以来，伊

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进农村牧场，到社区厂矿，

已为农牧民群众送上了十

多场演出。44 岁的歌唱队

员冬吉玛是国家二级演

员，依旧活跃在演出一线，

一曲女中音独唱《牧人的

眷恋》赢得阵阵掌声。

25 年前，冬吉玛加入

乌兰牧骑，那时 30 多名队

员为了演出，常常一走就

是两三个月，一些队员只

得带上孩子一同赶路。“大

家走土路、睡木板，以天为

幕布、以地为舞台，只为给

农牧民送去歌声与欢乐。”

回忆起往事，她脸上挂满

笑容。

2017年11月21日，习

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充

分肯定乌兰牧骑是“全国

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勉

励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总书记的回信令大

家倍感振奋，更为我们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冬吉玛

说。如今，经费编制、场地

设备、人员进出等问题都

得到了极大改善与保障，

队伍年轻化，队员增至 80

多名，一年演出 120 多场，

当天去当天回，演出数量

质量进一步优化。

“农牧民的文化需求

不断提升，更要求我们创

新节目、提升技能，创作出

更多扎根基层、面向群众

的好作品。”冬吉玛体会颇

深。队里创作了一批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以

“网上乌兰牧骑”的形式传

播，浏览量逾百万次。

目前，内蒙古全区共

有 75 支乌兰牧骑、3500 多

名队员，年均坚持深入农

牧区基层活动4个月以上，

为各族群众演出100多场，

同时开展多种文化服务。

鄂托克草原上还活跃

着一支民间草原文艺轻骑

兵，被当地农牧民称为“草

原蓝色乐队”。1985 年，当

地牧民那音太成立了内蒙

古第一支由牧民组成的民

间乐队。35年来，每逢那达

慕、婚庆、宴会等大型集

会，他们总会自发为周边

乡镇农牧民义务演出。乐

队也由最初的 4 人发展到

51人，年龄上至75岁下至

6岁，累计演出1500余场，

以蒙古族民歌坐唱形式，

演奏四胡、三弦、扬琴、马

头琴等，深受当地农牧民

喜爱。

“大家聚在一起感觉

特别幸福，每逢演出排练，

再远都要赶来。”58岁的那

音太说，乐队使牧民间感

情更加深厚，乡风民风也

大为改善。

在鄂托克旗，像那音

太这样的牧民乐队不少。

据统计，全旗现有家庭文

化户 128 家，乐队 126 支，

牧民演员 1600 多名，年演

出达 1000 余场次。通过自

发组织开展文化传承、文

体娱乐等活动，有效解决

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半径

不足的问题，丰富了农牧

民精神文化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

让传统技艺焕发新风

采

栩栩如生的蒙古族皮

雕画、形态各异的蒙古族

毡绣、活灵活现的面塑技

艺……在呼和浩特市莫尼

山非遗小镇，非遗活态传

习展示馆里形式多样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引来

众多游客驻足。

“目前小镇已有 30 多

位非遗技艺传承人，非遗

项目入驻超过80个。”小镇

创始人贾宏伟是非遗项目

蒙古族皮雕画代表性传承

人，他生于汉族皮匠家庭，

长于敕勒川大地，熟悉蒙

汉两族民俗生活。通过多

年学习实践，掌握了蒙古

族传统皮雕画技艺，并将

蒙汉两族技艺融合，形成

独特的创作风格。

在贾宏伟看来，非遗

技艺必须在传承中创新，

“过去的技艺以生活性为

主，适应时代更需增强艺

术性。”如今，小镇为所有

入驻的传承人免费提供工

作室，订单研发非遗文创

产品，传承保护技艺的同

时，盘活非遗产业链，带动

周边农牧民共同致富。

61 岁的贾茂田，是金

属丝编与面塑两项非遗技

艺传承人，除了在小镇展

示技艺，他每年都要走进

学校、社区等教授技艺，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

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它们，

让祖辈的技艺一代代传下

去。”如今，非遗小镇已成

为内蒙古首批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基地，去年接待了7

万名中小学生参观体验。

位于大兴安岭深处的

阿尔山市白狼镇，当地人

曾利用白桦树皮、松树皮、

松塔、苔藓等做原料绘成

一幅幅天然画，这就是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白狼林俗树皮画。

为了让传统树皮画焕

发新风采，当地依托政府

支持创办了林俗文化公

司，树皮画非遗传承人李

艳红被聘为讲师，开办树

皮画培训班教授当地贫困

户妇女制作技艺。

“我们将蒙古族文化、

林区美景等融合在创作

中，让它走进千家万户。”

李艳红说，这不仅能使技

艺得到传承，还能带动周

边村民务工增收。

近年来，内蒙古建立健

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支持

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

播活动，实施“非遗传承人

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重

点对贫困旗县传统工艺类

传承人群及从业者进行整

建制培训，近5年已培训60

余期5000余人次，并设立传

统工艺工作站7个、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8个，促进了民

族传统工艺振兴，并助力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

吃上文旅饭 迈向新

生活

碧瓦白墙的中式花园

院落中，还坐落着两座白

色蒙古包。入房逐一探看，

现代式、原始式、农家式等

各类风格的房间全有，这

是“80后”姑娘郭晨慧在老

家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

后旗七倾地村设计建造的

新式乡村旅游民宿。

郭晨慧大学毕业在北

京工作了 10 多年，由于想

念家乡食材的味道，便尝

试将家乡特色农产品在线

上销售。

“起初只想把家乡的

绿色食品带给更多人品

尝，没想到生意越做越红

火。”郭晨慧笑着说。她将

家乡的“后旗红”土豆等特

色农副产品标准化称重，

搭配特色包装设计上线，

结果供不应求，去年销售

额达800多万元。

“线上买的人多了，总

有人问我，你家乡有啥既

能吃到美食、又好玩的地

方？”郭晨慧想到气势恢弘

的乌兰哈达火山、一望无

际的大草原，萌发出返乡

创业的念头。

依托火山、草原，郭晨

慧如今在家乡经营起乡村

民宿旅游。美术设计出身的

她将村中的两间院落做了

新式改造，并在网络平台推

广，去年夏天一开业便被预

订一空，“现在我们形成了

线上特色产品销售、线下民

宿餐饮旅游为一体的良性

互动，今年预计全部收入可

达1000多万元。”

牧民巴图格西家住伊

金霍洛旗布拉格嘎查，同

样依托周边景区办起了牧

家乐。“20 多年前，全嘎查

只有五六家小型蒙古包牧

家乐，规模小、游客少、收

入也很低。”巴图格西说，

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政府帮扶，“现在嘎查

牧家乐发展到 65 户，我家

的牧家乐也翻新扩大了，

年年被评为星级牧家乐。”

巴图格西家去年收入达几

十万元。嘎查也成立了度

假村，人均增收两三万元。

今年以来，内蒙古积极

推动全区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民族文化强

区”和“国内外知名旅游目

的地”建设。越来越浓的文

化气息里，大草原正变得越

来越美。（据《人民日报》）

在抗洪抢险一线连续

奋战了三个昼夜后，宋文

博因劳累过度，牺牲在工

作岗位上，年仅37岁。十多

年来，每逢清明，战友、群

众等各界人士都会自发来

到湖南省衡阳市烈士陵

园，缅怀这位爱民模范。

宋文博，1972 年 12 月

出生，1992 年 5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系湖南省

洞口县公安消防大队政治

教导员。2009年6月14日，

宋文博因连续抗洪、抢救

遇险群众而劳累过度、以

身殉职。

2009年6月9日凌晨，

洞口县境内普降暴雨，花

园镇宝湾村 200 多名群众

被洪水围困。宋文博和他

的战友们接到险情通报后

迅速赶往现场，在洪流中

连续战斗 12 个小时，成功

转移疏散220名被困群众。

山洪过后，宋文博又拖着

疲劳之躯，连续两昼夜奋

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6月

13 日，因劳累过度引发高

血压脑溢血，次日殉职。

宋文博牺牲的消息传

出后，英雄的追悼会上，39

摄氏度的高温下，上千名

群众自发赶来。他们中有

普通的村民、有宋文博的

战友、更多的是宋文博帮

助过的人。在英雄的灵前，

人群久久不愿散去。

宝湾村的乡亲们送来

挽联：“奋不顾身战洪魔，英

雄不死；舍生忘死救群众，

忠心永垂”。村民钟翠云回

忆起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宋

文博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将

自己背出来的情景，禁不住

老泪纵横，“是宋教导员救

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就

走了？怎么就没了？”

宋文博是宝湾村老百

姓心中的抗洪英雄，但对

于身边的战友和妻儿来

说，他更是一个亲切的老

大哥，一个总是让人牵挂

的丈夫，一个慈祥的父亲。

回顾宋文博短暂的一生，他

入伍19年参加了500多次

灭火战斗、勇救遇险群众

18 人的奉献精神令人钦

佩；他严格执法、严于律己

的风格让人敬重；他安守清

贫、爱兵如子、重情重义的

平凡生活细节更让人感动。

宋文博始终关心同

志、爱护战友，作为基层政

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

做表率，在生活上总是慷

慨相助、无私奉献。生活拮

据的他瞒着妻子把单位

140 平方米的集资房指标

让给了新婚士官，自己一

家人却蜗居于不足40平方

米的住房里，全家人靠他

一人工资养活。他还长期

资助2名困难失学儿童。

在大家眼里，宋文博

和蔼可亲，但并非“好好先

生”。他经常讲：“消防监督

工作，要实行阳光作业，让

业主安心、让企业放心。在

整改火灾隐患问题上，必

须较真碰硬。”

宋文博常说：“消防队

伍是人民的守护神和镇灾

石，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

必须确保第一时间出动。”

饱含着对百姓的一份深

情，宋文博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着一个消防员

的庄严使命。

宋文博牺牲后，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他“爱民

模范”荣誉称号，公安部给

宋文博追记一等功。

（据新华社报道）

草原散发文化清香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宋文博：赴汤蹈火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