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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群

■重头戏

■睛品库

□本报记者 梁海龙

近日，乌拉特后旗退休语文教师郭能贤
看到王力原老先生《万字诀》修订本和《文言
文虚实词解析》两本书后，马上打电话给老先
生祝贺新书出版，并咨询自费购买方式。

早在2006年，王力原与兄长王力川合著
了 40 多万字的《万字诀（汉语速成识字大
典）》。

2013年，他利用半年时间、自筹资金1万
多元写成百米书法长卷《拙著万字诀草书墨
迹》，内容涵盖新华字典上的全部字，包括草
体字、注释字共计两万多字。2014年 4月，
《万字诀》（第一版）经由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
部审核批准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并被命
名为“个人编撰收集最多不重样汉字的识字
教本——《万字诀》”。

2015年底，从1997年9月至2015年12
月收集、整理、编著了《万字诀》（修订本）。同
年，兄弟二人编著了《古代汉语文言文虚实词
解析》。

王力原兄弟俩年奔80岁，对文字情有独
钟，这得从他们的家世说起。

王力原兄弟出身于河套地区为数不多的
书香门第。其父王玉鸣，是奋斗中学、陕坝师
范“一代名师”。王力原姐弟7人，有5人从事
过教学工作，3人上过大学，同辈表亲中投身
教育的人有21人。

编撰此书，源于还愿父亲的遗志。他父
亲做了一辈子语文教师，一直考虑怎样利用
一个工具解决易错字的问题。对于从事几十
年教育工作的兄弟二人来说，同样对文字情
有千千结，因而一拍即合。

《万字诀》是一部新时期汉语识字大典。
共收录汉字7511个，其中不重样汉字7336
个。该书参考“三字经”“千字文”等，通篇主
句皆循抑、扬、顿、挫之韵律撰集，在文体上虽
非格律诗，语句间也无严格的意思串联，但在
字数上与韵脚方面却有其独到之处。

王力原把古老的汉字识字法变得生动而
有趣。请看《万字诀》的口诀例句：“蝌蚪蝾螈
蟾蜍虾，蚂蚁蚯蚓蚰蜒蚜。”“玛瑙琥珀琉璃
珍，珐琅玳瑁现玲珑。”“钾钠钡钙鎂铝锌，锰

铬铁铅锡钨铜。”从偏旁部首的排列来看，与
其说是教人识字，不如说是从一个侧面展示
了汉字的与众不同的艺术规律。所以，王力
原在《万字诀》面世后总结道：汉字词汇最丰
富，笔画最繁杂，实乃天下第一难字。然而，
王力原用他的智慧给从今往后学识汉字的人
打造了一把“金钥匙”，“一个人难，就是为了
千千万万的人不再难。”

经专家认定，《万字诀》系国家汉语文字
研究一大成果，被中小学生视为比《新华字
典》还好懂、好学的识字课本，早在2006年第
一版首发后，便受到巴彦淖尔市中小学语文
教师的热捧。

然而，《万字诀》恰似杜鹃啼血成，得来不易。
王力原自幼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初中

即可背诵《汉语成语词典》。20世纪60年代
初在奋斗中学读高中时，考试成绩总在年级
前一二名，且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图书馆管理员整理书
籍卡片，藉此阅览近万册馆藏图书。

1963 年，他考上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
系，但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未过政审关。

后在杭后实验小学任代课教师8年，因待遇
低下又转到硫铁矿当了井下电工。1981年，
被矿领导慧眼识珠，破格聘为有1000多名生
源的职工子弟中学校长，自此，矿山子弟在大
学、中专等各类学校招生考试中榜上有名。

“每天凌晨 2点钟就起床，为了写这本
书，生物钟完全颠倒了。”谈起写作《万字诀》
的艰辛岁月，王力原说劳心费力微不足道，而
是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把7000多字编为口诀：

“既要让它顺口，又要让它多少有点含义，这
就得对每一个字都要吃透。”在王力原的家中
放着3本用旧的字典，每本字典的每个字前
面都用不同的符号作着标记，他把这些神奇
的符号一点一划、一撇一捺乐此不疲地掰开、
揉碎、复原。他说：“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每
个字都解释到了骨子里，这是任何外国的语
言都无可比拟的。”

正道沧桑，人生几何？王力原以豪迈的
汉语情怀谱写了超人的事业华章，虽然当了
30多年教师却享受着转制企业退休职工的
低收入待遇，但他无怨无悔，依然坚守着文化
人那片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王力原：汉字情怀成就《万字诀》

本报乌海4月10日 （记者 于海
东）在对困难群众帮扶中，乌海市瞄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着力点，精准
发力，想方设法为患病困难群众进行托
底，让他们在承受病患折磨时不再为治
疗费用而发愁。据统计，仅2016年，该
市累计救助医疗困难群众18815人次，
支出626.58万元。

乌达区居民马占清是受益者之
一。6年前，他被查处患有肿瘤病，一时
间里，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因治病到了
四处举债的程度。2016年的5月开始，
乌达区对口帮扶单位帮助他走进当地
的名医馆，接受肿瘤专家的治疗。“每次
看病免挂号费，药费通过居民医疗保险
报销60%，剩余的40%全部由帮扶单位
支出。”治病负担轻了，马占清的心也一
下子轻松了很多，整个人精神状态为之
一振，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借助危房改
造的优惠政策，去年马占清家住上了宽
敞的新房。“生活有了保证，心里特别温
暖。”马占清感激地说。

3区针对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具体情况都出台了不同的措施。乌达
区为每个贫困户发放价值百元的医疗小
药箱，还为贫困户购买免费体检项目，并
对他们患病后实施“两免七减”政策。还
充分发挥中医名医馆作用，针对患慢性
病、老年病、恶性肿瘤等贫困患者，免挂号
费、治疗费，减免10%的药费，通过医保门
诊统筹再报销60%药费，让这部分患者足
不出乌达就能享受到北京等地知名中医
专家的诊疗且享受医疗惠民政策。还为
126名困难群众购买意外身故、意外医疗
等6项保险。海南区建立完善低保户病
中救助、日常医疗救助、大病医后救助等
医疗救助体系。海勃湾区安排200万元
财政资金成立农区扶贫帮困医疗救助基
金，按照“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
续”的原则，对家中有大病患者且无劳动
力、无生活来源的贫困户进行资助。

乌海市还出台医疗救助制度的意
见，对低保家庭中的A类人员、少数民
族、残疾人、学生和特困供养人员全额
资助。对肾透析重大疾病开展门诊救
助，将肾透析门诊结算纳入“一站式”结
算系统。该市还将儿童急性白血病和
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宫颈癌、妇
女乳腺癌、重度精神疾病、艾滋病机会
性感染等20种疾病纳入重特大疾病救
助范围，重点救助对象年救助封顶线为
10万元，其他特殊困难对象为5万元。

乌海市医疗救助
为困难群众兜底

本报呼伦贝尔4月10日电 （记者 李
玉琢）呼伦贝尔市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抓好安
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依法强化
监管工作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建设行为，保
障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全市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保持“双下降”。

2016年，呼伦贝尔市发生事故起数比上
年下降32.45%，直接经济损失下降62.84%。
今年前两个月，全市事故起数比去年同期下
降76.1%，直接经济损失下降85%。

天大地大，安全生产为大。呼伦贝尔市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活动。2016年 7月 10日起至8

月底，该市成立了5个督查组，分别对14个
旗市区政府进行督查检查，对每个地区抽查
1个行管部门、抽查2家企业。对各地区查
出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当地政府，要求限期整
改。全市各行业共检查企业 8621家次，查
出问题3827条，下达整改执法文书395份，
下达处罚决定书8份，隐患整改率100%。

2016年 10月中旬起至11月底，呼伦贝
尔市再次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突
出煤矿、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建筑施工和城镇燃气、金属非金属矿山和尾
矿库、特种设备、冶金工贸、消防安全、民爆
器材、油气输送管道等行业领域和突出事故

多发的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这次安全生产
大检查，全市各行业共检查企业7345家次，
发现隐患问题 1191条，下达整改执法文书
143份，下达处罚决定书9份，责令“三停”单
位7家，临时查封21家，隐患整改率100%。

2016年 12月初开始，呼伦贝尔市按照
自治区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组织了14个由
市委常委和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督
查组，对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一是全，不留死
角、不留盲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二是严，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准、行业生产要求和规

范生产流程进行检查；三是细，严抠管理细
节，在细节上不留隐患，不出问题，通过排查
及时发现隐患，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
实，凡是查过的企业和行业，要有问题台账和
整改措施，有时限和责任要求。

此次活动共抽查单位254家次，查出隐
患 658 项，并对查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整
改。各旗市区对本地区开展了全面、细致地
安全生产大检查。截至今年3月中旬，共定
点检查企业5421家次，突击检查2376家次，
随机抽查2835家次，回头看检查2311次，排
查出隐患7729项，已整改6937项；限期整改
企业940家，停产整顿46家，关闭30家。

呼伦贝尔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突出“全严细”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春日里，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阿拉坦杭盖嘎查牧民丹迪嘎家的羊圈
里，200多只羔羊的咩咩叫声此起彼伏，看到主人进来，小家伙们都争先
恐后地围了过来。

在几乎全部是当地优良品种黑头乌冉克羔羊群里，有一只浑身毛色
暗红的小羊羔特别显眼。“这只羊羔不是当地品种，是从新疆整过来的阿
勒泰品种的种公羊配种产的羔子。”丹迪嘎老人说，在羊肉价格持续下跌
的情况下，经多方打听，了解到阿勒泰品种的羊个体较大、产肉率高，便
于去年秋天托人找了一只该品种的种公羊，在自家羊群里做起实验。

正当记者在羊圈里和丹迪嘎老人说着话时，该旗别力古台镇额尔敦
宝拉格嘎查嘎查长额尔登格日勒也闻讯赶来，她说：“听说老人家羊群里
添了新成员，特地跑来看看，也许今后还能成为牧民增收的新渠道呢。”

丹迪嘎家的新成员

■
镜
观

本报二连浩特4月10日电 近日，二连浩特市
荣获全国首批边境之窗建设工程试点地区，同时入选
的还有满洲里市。

据悉，全国首批边境之窗建设试点地区共6个，
我区以坐拥最大对俄口岸和最大对蒙口岸而获批2
个。边境之窗建设工程是中宣部为加强全国口岸对
外宣传工作而推出的5年期计划，其中包含“五个一”
标准化建设项目，即：一个信息中心，一个融媒体平
台、一个品牌文化活动、一个常态化交流机制和一支
边境外宣队伍。入选城市在具体项目实施中，把支持
资金利用好、配套好，确保项目推进质量，总结和摸索
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经验，为内蒙古争光。 （王立华）

二连浩特市

跻身全国首批边境之窗
建设工程试点地区

本报包头4月10日电 （记者 吕学先）近日，
包头市民高女士在首次领取退休金时，得知档案的名
字与身份证不符。她来到包头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从网上提交变更信息数据，很快办理了更名业务。
而过去，户口登记事项变更、更正需要10个工作日。

2016年，包头市推出“1135”模式，即：1分钟办
理临时身份证，1分钟出具户籍证明，3分钟办理好户
口准迁手续，5个工作日办理好二代身份证。今年1
月开始，又实施办理证件、户口审批事项“马上办、立
即办”的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过去办理迁入包头市落
户等户口，按规定程序需3个月，现在出具户籍证明
缩短为1分钟，3分钟可以办好准迁证手续。此外，公
安窗口还实施双休日、节假日办理二代证、临时证和
领取二代身份证业务。目前，全市已实行 28个省
（市、自治区）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共设立79个异地
身份证受理点。

包头市

“1135”模式让户政服务高效便民

本报呼伦贝尔4月10日电 近日，呼伦贝尔肉
业集团使用的“中荣”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标志着呼
伦贝尔“中国驰名商标”实现零的突破。

据了解，“中荣”商标于2012年注册以来，呼伦
贝尔肉业集团充分利用呼伦贝尔草原绿色牛羊这一
金字招牌，以打造全国牛肉、羊肉行业第一品牌为战
略目标，将产品定位于国内中高端牛羊肉市场，以高
品、高质、高端为发展方向，不断打造绿色、天然、健
康、安全的品牌形象。先后获得内蒙古名牌产品、内
蒙古著名商标、内蒙古名优特农畜产品、呼伦贝尔市
市长质量奖、最具成长性品牌奖等荣誉，具有国家活
畜储备、冻肉储备资质。并成为2016年G20杭州峰
会官方指定供应商，再次评为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中荣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不仅提升了呼
伦贝尔牛肉、羊肉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效地
助推了地方品牌的成长，为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输出基地注入活力。 （王保国）

呼伦贝尔市

“中荣”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本报兴安4月10日电 （记者 高敏娜）近日，
由共青团兴安盟委员会、兴安盟经信委、兴安盟人社
局、兴安盟科技局等共同主办的“蒙融杯”兴安盟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落幕。

此次大赛旨在搭建青年创新创业日常展示交流、
资源对接、项目孵化等平台，引导青年开展创新性强、
前瞻性好的创业项目，扶持培育科技含量高、商业模
式新的创业团队，在广大青年中传播“创新引领未来、
创业改变生活、奋斗成就梦想”的创业理念。自2016
年10月启动以来，共有330名选手参与角逐，最终20
名选手晋级参加决赛。决赛项目涵盖文化传媒、电子
商务、教育培训、休闲旅游、食品种植加工等。

据了解，对于此次评选出的获奖项目，符合相关授
信条件的可获银行贷款等配套政策，按照一等奖提供
贷款50万元、二等奖30万元、三等奖20万元给予创业
资金扶持。成功入围决赛的20个创业、创意项目，符
合相应条件的，经大赛组委会推荐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机构，由其提供担保扶持，符合主办单位相关要求的项
目，给予创业政策支持，获奖项目还将有机会获得兴安
盟团委联合有关部门、银行机构打造的创业贷款“青创
易贷”、全盟50家青年创业孵化器的优先入驻权。

兴安盟

为青年创新创业搭建资源对接平台

本报阿拉善 4月 10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
日，阿左旗城市公用设施维护局对雅布赖路、和硕特
路、吉兰泰路、锡林南路4条大街街景升级改造全面
铺开，预计6月底完工。

阿拉善盟府4条大街街景改造提升工程是2017
年阿左旗城市公用设施维护局实施的一项重点工程，
工程推进坚持“特色、生态、安全、节能、环保”的原则，
立足本土文化，结合以往改造经验和先进做法，突出重
点，把握亮点，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美化城市面貌，改
善城市环境。街景改造总长度11.9公里，涉及沿街两侧
144栋楼体1431个门店，工程包括楼体外立面、店招牌
匾、楼体亮化改造。目前，正在进行和硕特路原有墙体
亮化陈旧灯具的拆除，其余各项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阿拉善盟

4条街景升级改造全面铺开

羔羊咩咩煞是
喜人。

近日，为引起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乌兰察布市地税局组织
了以“让爱延续，筑梦春雷”为主题的暖春行动
捐赠活动，将筹集到的价值 5100 元的物品送
到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让福利院的孩子们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图为相关部门负
责人慰问后了解该院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
况。

本报记者 海军 摄

暖春行动

额
尔
登
格
日
勒
（
左
）
好
奇
地
抱
起
阿
勒
泰
品
种
的
羔
羊
。

在巴彦淖尔市有个远近闻名的“文化奇人”，今年75岁的他，至今乐此不疲地行走于中国汉字的璀璨星
空，既专注于文字溯源与传承，又兼顾于书法艺术。近几年，花样翻新的诸多“玩”法，让他一次次成为新闻媒
体追逐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