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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革命前辈 听周秉建讲周总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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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 艳） “在我
的记忆里伯父没有名贵的
衣服， 但是衣服总是那么
得体整洁，睡衣补了又补，
可还是舍不得扔掉， 伯父
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
我。 作为党员要有吃苦耐
劳的精神， 面对事情要一
视同仁，不搞特殊化……”
4月18日15时，“点燃信仰、
筑梦北疆” 形势政策报告
会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

在内蒙古大学玉泉校区图
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周
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在
报告会上讲述了关于周恩
来总理的点点滴滴， 偌大
的报告厅被600多名师生
挤得满满的。

报告会上，周秉建深情
讲述了与周恩来总理生活
交往中的故事，与现场听众
共同追忆了周总理的高洁
品格、 人格魅力和丰功伟
绩， 展现了红色家风的传

承。同时，她还讲述了周总
理对我区各族人民的亲切
关怀。她说，自己和内蒙古
有着亲密关系，16岁便在周
总理的支持下，从北京来到
内蒙古大草原插队。1975年
9月至1978年7月，在内蒙古
大学蒙古语文专业读书。之
后先后在我区各地任过职，
直到1994年3月。

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
朱炳文在报告会上说，周
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衷心

爱戴和无比缅怀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高
洁品质影响了一代又代中
华儿女。今年是内蒙古大学
成立60周年， 饮水思源，内
蒙古大学全体师生永远记
得，内蒙古大学是在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的。
1959年，为支持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科建设和教学科
研需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安
排给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赠
送了日本影印版藏文《大

藏经》共150册。
据了解， 自治区高校

“点燃信仰、 筑梦北疆”
2017年百场形势政策报告
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党委组织部、高校工委（教
育厅）、自治区团委共同举
办， 是自治区党委为贯彻
落实全国和自治区高校思
想政治会议精神， 为全区
各族青年学生精心准备，
引导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大礼包”。活动

会持续不断地邀请各级党
政领导、革命前辈、劳动模
范、先进人物、知名人士、
专家学者到高校做报告，
针对高校师生普遍关注的
理论热点、 大学生面临的
现实问题，大力开展世情、
国情、区情教育，引导大学
生观大势、 识主流、 明是
非，激励大学生扬梦想、勇
担当、勤奋斗，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凝聚青春力量。

6个公交车IC卡充值点停止使用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自4月22日起，鼓楼充

值点、宾悦（国大药店）充值点、天元世奥6楼充值点、
民族商场3楼充值点、火车站充值点、工大永盛城超市
充值点不再办理公交卡业务。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去年在这
6个充值点办卡但未领卡的乘客需到北二环公交五公
司院内IC卡办证大厅5号窗口领取； 今年办理但未领
卡的乘客请到下列对应充值点领取：在鼓楼充值点办
理的请到京远充值点（内蒙古医院对面京远大药房
内）领取，在宾悦（国大药店）充值点办理的请到皮革
厂充值点（公交四公司大院北侧公交充值点）领取，在
天元世奥6楼充值点和民族商场3楼充值点办理的请
到公园西门充值点（青城公园西门往北500米路西惠
丰堂药店）领取，在火车站充值点办理的请到医学院
充值点（医学院附属医院西门对面国大药店二楼充值
点）领取，在工大永盛城超市充值点办理的请到公交
总公司充值点（北二环公交五公司院内IC卡办证大厅
2号窗口）领取。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4月18日中午，一名男子坐
在呼和浩特市如意路与五
纬路交叉路口一家酒店楼
顶处的脚手架上声称要跳
楼， 随后辖区派出所的民
警与赛罕区消防大队二中
队的消防队员一起赶到现
场， 经过近3个小时的周
旋， 最终成功将其从楼顶
带下。

当日12时20分左右，

本报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
称： 赛罕区如意路与五纬
路交叉路口的一家酒店楼
顶处的脚手架上坐着一个
男子，貌似要跳楼轻生。记
者立即赶到事发地点，只
见该酒店外墙正在施工，
搭建着脚手架， 在脚手架
最高处坐着一名中年男
子， 还不时接听电话并高
声嚷着：“今天我就要跳。”
此时， 楼下的消防队员已

经搭建好救生气垫， 交警
在路口维持秩序。

随后记者进入酒店并
登上楼顶，看到民警正在
对该男子喊话，试图稳定
对方的情绪。酒店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男子并不是
酒店的旅客，通过调取监
控发现他是直接从脚手
架爬上去的。该男子看到
有人赶到楼顶，便从脚手
架退到楼顶的跃层上面

表达自己的诉求，救援人
员一边稳定其情绪一边
伺机控制他。12时40分左
右，赛罕区消防大队二中
队的中队长从酒店厨房
的天窗登上跃层，趁该男
子不备紧紧将其抱住，其
他救援人员立即上前支
援将其制服。随后，该男
子被带回辖区派出所接
受处理，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调查当中。

一男子欲跳楼轻生 周旋3个小时被救下

放飞梦想
4月17日， 赛罕

区锡林南路小学分
校的学生在放风筝。
据了解，当日该校举
行了“迎大庆 爱家
乡 放飞梦想”首届风
筝节，这不仅丰富了
同学们的校园生活，
更促使同学们走向
户外，多参加体育运
动增强体质。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本报开启第4次惠民换锁活动
为了增加安

全防范意识，打
造青城市民精品
生活， 本报连续
两年举办了3次

“惠民防盗，优惠
换锁”活动，联合
优质防盗锁公司
为首府市民推出
了不同档次不同
款式的C级防盗
锁， 市民通过团
购的方式以最优
惠的价格安装了
最靠谱的锁，活
动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每次
都有上千名市民咨询订购。

4月18日， 本报联合呼和浩特市宝富来电子安防
公司开启第四次惠民换锁活动。本次活动中，该公司
共推出3款宝富来C级锁芯。 这3款锁芯都采用纯铜材
质，配有防扳钢板，钥匙采用双面叶片设计。即使是专
业开锁人员遇到此款锁，在不用电钻破坏锁具结构的
前提下， 也至少需要3个小时以上才能打开。3款锁芯
的团购价格分别为280元、380元、980元。预约成功后，
工作人员将免费上门为您安装 。 预约热线 ：
0471-6651117。 文/孟 丽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从即日起， 首府警方集中
力量开展缉枪治爆和打击

“黄赌毒”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昨日21时许， 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
150名干警对红旗街、地质
局北街、 通道街等一些区
域进行了突击检查。 记者

跟随特警支队新城大队的
民警来到通道街， 民警逐
一检查了洗浴城、 足疗店
以及宾馆。 截至22时记者
发稿时，检查仍在进行中。

为了确保该专项行动
取得实效，鼓励广大群众提
供有效线索，首府警方对举
报群众给予现金100元～50
万元的奖励。

举报涉枪涉爆黄赌毒 最高奖励50万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4月18日8时30分左右，玉
泉区沟子板村一个院落里
的一处平房内发生火灾，
经过40分钟左右扑救，火
势被完全扑灭， 但是两间

约2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内
部物品被烧得面目全非。
一名17岁男子在事故中丧
生， 其50岁左右的父亲受
伤严重， 目前在呼和浩特
市第一医院抢救， 尚未脱

离生命危险。
据周边住户介绍，事

发时火势强劲， 事故现场
传出疑似液化气罐爆炸的
声音。 该住户家中并未经
营液化气罐的灌装和销

售， 疑似爆炸的液化气罐
应该是自用。

事故发生后， 消防部
门已经在事故现场贴出封
闭通告。目前，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沟子板村发生火灾 父子俩1死1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