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吃””黑黑““吐吐””绿绿 ““废物废物””生金生金
◎《乌海日报》记者 王颖

如果有人告诉你，楼房的外墙保温材料
是玄武岩、矿渣、焦炉煤气的结合体；强韧无
比的地铁支架模具中增强材料的前身是石
英砂经过天然气的煅烧，再经过一道道加工
工序而成，你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而
这种魔术般的制作工艺不久就会在乌海市
奥立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为现实。

奥立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泰和煤
焦化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2017年11
月23日，由泰和集团乌海市奥立再生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占地约30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5亿
元，下设10万吨/年非连续玻璃纤维、6万吨/
年特种玻璃纤维、1万吨/年微纤维玻璃棉3
个项目的奥立再生玻璃纤维项目开工建设。

据介绍，玻璃纤维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
机非金属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腐蚀、
耐水性好等优势，作为增强材料、电绝缘材料
和绝热保温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
个领域。该项目的落地，填补了我国西部地
区隔音、绝热高端玻璃纤维产品的空白，将进

一步加快乌海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近日，记者来到奥立再生玻璃纤维10

万吨/年非连续玻璃纤维项目建设现场，只
见像乐高插片一样“搭起”的钢构厂房在阳
光下呈现出一副蓄势待发的姿态。

奥立再生能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杨小
刚告诉记者：“目前已进入设备进厂安装阶
段，从现在的进度上看，预计8月第一条生产
线年产5万吨非连续玻璃纤维将投入生产；
到年底，第二条生产线投产。届时，年产10
万吨非连续玻璃纤维项目全部完成，将会提
供约200个就业岗位。”

记者知道生产非连续玻璃纤维，“吃掉”
的是乌海市邻近地区的玄武岩以及泰和公
司的矿渣废弃物、焦炉尾气，而它“吐出”的
产品会是什么样的呢？

杨小刚仿佛猜到了记者心中的疑问，将
记者领到一个展柜前，只见上面放着一块块
或薄或厚好像海绵一样的黄色“方砖”，而这
些“方砖”更像是由一层层羊毛压实而成。

“非连续玻璃纤维具有防火阻燃、多孔

透气、吸音降噪以及耐久性、增水性、尺寸稳
定、抗生物性七大特性，是生产建筑领域所
需的优质A级防火保温材料、生态修复功能
材料。这就是由非连续玻璃纤维生产出的
外墙玻纤板、高容重玻纤板，可用于建筑外
墙、幕墙保温以及各类建筑室内装饰、隔断，
起到保温、隔热以及吸音降噪的作用，还可
作为各类建筑的防火封堵材料。”杨小刚拿
着黄色“海绵”说。

杨小刚一边说着，一边还借来一只打火
机打着，并用火苗去烧烤手中的大“海绵”。只
见任凭火苗灼烧，大“海绵”却毫发未损，只在
火苗灼烧的地方留下一点黑色烟熏的痕迹。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我国
正在经历一场史上最猛烈的环保风暴。如
今，国家对环保的要求更高了，对环保建材
的质量要求也更严了。而作为建筑行业的
外墙保温材料，将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前些年，我们常听说一些楼房的外墙保温材
料不合格，引发火灾或脱落，这正是只图利
益不顾质量安全的结果。在环保大潮影响

下，不达标企业将被严惩，只有正规生产、良
性发展的厂家才可能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
地。我们正是想用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产
品来赢得市场，让我们公司的优质防火保温
产品打入市场、抢占市场。”杨小刚说。

非连续玻璃纤维可以成为优质的墙体
保温材料。然而，面对展示柜上一轴轴好似
纺织厂所用的纱线、一块块网格状的“手
绢”、一个不知是什么电器上所用的电子元
件，以及带着大理石花纹的地板和安全帽、
羽毛球拍等物品，记者的心中又产生了疑
问，“这些产品来自什么项目？是哪位粗心
的员工把安全帽都忘在展柜上了？”

看见记者盯着产品展示柜上的东西，一
位员工主动上前拿起一个较粗的线轴说，非
连续玻璃纤维可生产墙体保温材料，而我们
的第二个项目——特种玻璃纤维项目，依托
的是天然气和我市丰富的石英砂等资源，生
产出的纺织纱、无捻粗纱、电子纱等应用领
域更是广泛。

“别小看这一根根细纱，用于生产玻璃

钢，强度和延展性数一流。”杨小刚指着一个
标有印制线路覆钢板的产品说，这看似与一
根根粗纱不相关，但从大块板到一些细小的
元件，都离不开特种玻璃纤维。我们经常会
看到风能发电杆上像大风车一样旋转的扇
叶，它因为有特种玻璃纤维的帮助，而变得
韧性更强，更抗老化、耐腐蚀。特种玻璃纤
维生产出的产品可应用于高铁、装饰、电子
电气工业、防火等领域，也能应用到安全帽、
羽毛球拍等产品上，是高科技和尖端技术中
不可缺少的新型材料。现在我们展示的只
是很少的一部分产品和一些小型的产品延
伸体，实际上，我们产品应用的领域远不止
这些呢！”杨小刚自豪地说。

矿渣废弃物变身为优质的外墙保温材
料；天然气、石英砂经过一系列工艺“织成”
高铁支架的增强材料……奥立再生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吃掉”矿渣废弃物“吐出”绿色
环保材料的“跨界”发展，不仅让“废物”由黑
变绿，实现了“废物生金”，更是推动绿色发
展理念落地生根的最好实践。

一个大剧院往往会成为一个著名城市的
文化标杆和骄傲。就像提起北京总会想起国
家大剧院，提起悉尼无法忽略悉尼歌剧院一
样。如今，乌兰牧骑宫正在成为一个地区与世
界的美妙链接点。乌兰牧骑宫不仅将世界“搬
到”了兴安盟，成为兴安百姓了解世界的窗口，
而且乌兰牧骑宫也正在成为讲好兴安故事的

“催化剂”、兴安优秀文化的“汇集地”和宣传兴
安的“扩音器”，更是传播兴安好声音的“文化
高铁”。

扎实的“硬”件，激发了热情。据了解，兴
安乌兰牧骑·兴安盟民族歌舞团入驻以来的短
时期内，创作音乐作品30余首、舞蹈作品25

个、语言类作品（包括蒙古语小品）5个，为
满足各大小型演出需要，录音、混音作品达
到50个左右。

说到今后的发展，兴安乌兰牧骑·兴安
盟民族歌舞团艺术总监鄂伟亮表示：“有这
样优越的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刻苦创
作、排练，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回信的殷切嘱托，传承乌兰
牧骑精神，创作出更多接地气、能流传开来
的文艺作品。”

如今的乌兰牧骑宫，已经成为兴安优
秀文化产品的“第一生产车间”。以此为平
台，兴安的优秀文化、兴安人的幸福生活、兴

安的进步发展，将被更好地宣扬出去，传播开
来；兴安故事、兴安好声音据此将走上更广阔
的舞台。

春景怡人彩蝶忙，一花引得百花香。近年
来，我盟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科尔沁文化、冰雪
文化等资源优势，打造草原文化品牌，传承和
弘扬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创作出了许多文艺精
品。仅2017年，在第十三届全盟乌兰牧骑文
艺汇演推出的36部作品中，就有27部为原创
作品；在第七届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活动中，
我盟获得团体金奖和7个单项奖；在第十四届
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活动中，我盟有3部作
品获优秀作品奖，3人获编剧奖，1人获表演奖；

在首届全区蒙古语戏剧节活动中，我盟有3部
作品获入选剧目奖，《巴图查干情缘》获最佳音
乐奖、最佳舞美奖，7人获表演奖；在全区“娜仁
花”戏剧节活动中，我盟获优秀剧目奖、表演金
奖和表演铜奖；我盟创作的作品《吉祥靴》《札萨
克图赞》《蒙古故乡》《我的内蒙古》《金色摇篮》
《梦回故乡》《我总和朋友说起你》获全区创作奖
和表演奖；歌曲《故乡的炊烟》荣获第20届中国
金鸡百花奖优秀歌曲。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今年年初召开
的盟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抓好乌兰牧骑宫等平台载体的运营管理，
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
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
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充分用好红色文化
资源，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按照乌兰牧骑宫与聚橙剧院管理公司签
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乌兰牧骑宫将充分开发利
用平台优势，在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剧目的同
时，进一步做好兴安本土剧目的打造和输出及
文化产业的培育和激活工作，依托聚橙剧院院
线的全国剧院布局网络和行业领先的全国巡演
能力，让兴安盟的红色文化、科尔沁文化、冰雪
文化走出内蒙古，落地全国。

走出去——乌兰牧骑宫如“文化高铁”让兴安文化驰骋在更广袤的天地

文化地标 精神家园
——兴安盟乌兰牧骑宫实施惠民举措推动文化发展侧记

◎《兴安日报》记者 王永生 丛婧 聂琳宇 毕力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文化地标则是这个灵魂的外化物和可视符号。2017年落成启用的乌兰牧骑宫，极大非富了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成为了兴安盟的文化地标和精神家园，为兴安文化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扎下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身为在外工作的兴安人，刘勇廷一直关

注着家乡的经济文化发展，这次春节返乡了
解到的一些新鲜事，让刘勇廷为家乡文化的
繁荣欣喜不已。过年回家，刘勇廷的姐姐拉
着他谈天说地。聊起过去一年的变化，姐姐
难抑内心的喜悦，连说几次：“这一年咱兴安
盟的变化可不小，特别是新建的乌兰牧骑
宫，很气派，有时间你去看看！”

乌兰牧骑宫是什么地方？有啥魅力让
姐姐如此力荐？大年初二，刘勇廷便跟姐姐
驱车专程去一探究竟。仅十几分钟车程，便
来到了姐姐赞不绝口的乌兰牧骑宫。蓝天
白云下，乌兰牧骑宫气势雄伟，楼顶重檐飘
逸舒展,宛如大鹏振翅欲翔。沿着33阶花
岗岩台阶缓步而上，一股雄壮恢宏的磅礴气
势扑面而来。“这是咱兴安盟的新地标，人们
都愿意到这里游玩参观。”漫步在乌兰牧骑
宫前的广场上，姐姐颇为自豪地告诉弟弟，
这是全国唯一以乌兰牧骑为主题的文艺场
馆。

为了让乌兰牧骑在全盟改革开放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7

年7月，乌兰牧骑宫落成启用。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出席落成启用仪
式，并为其命名为“乌兰牧骑宫”。乌兰牧骑
宫的落成启用，不仅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我
盟文艺团体办公场所简陋、排练场馆不足、
基础设施短缺等问题，更为我盟乌兰牧骑事
业发展和文化强盟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

因乌兰牧骑宫而聚拢在一起的人们，目
睹了这里从一个荒滩变成一座雄伟的乌兰
牧骑宫，见证了一个个美丽的梦想在乌兰牧
骑宫剧场里实现。这本矗立在归流河岸边
的宏伟的“书卷”，散发着文化的芬芳，带着
文化的力量徐徐翻开。

2017年7月31日晚，兴安盟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慰问演出在乌兰
牧骑宫大剧院隆重举行。乌兰牧骑宫竣工
落成后，精彩的首场演出献给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民子弟兵。演出当晚，乌兰牧骑宫大剧
院内一排排喜庆的红椅上座无虚席。对于
这场演出，兴安乌兰牧骑·兴安盟民族歌舞
团的演员紧张、激动、兴奋。一流的环境、一
流的设备和全新的舞台对于他们是一种考

验和挑战。此次演出，与其说是展现一个团
体的水平，不如说是乌兰牧骑宫的一次精彩
亮相，是人们对乌兰牧骑宫期盼已久的功能
与作用的一次发挥。这是一场艺术盛宴，更
是一场震撼心灵的全身心体验。

当晚演出结束后，观众包先生异常激
动，他对记者说：“真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看
到这么高规格的演出，以前在呼和浩特市的
乌兰恰特大剧院看过演出，我觉得乌兰牧骑
宫和乌兰恰特相比也毫不逊色。”

据兴安礼堂副主任吴敬方介绍，乌兰牧
骑宫大剧院设计为两层看台，观众座位
1223个，舞台面积1600平方米，各类型舞
台艺术效果灯494台，流线型的剧院墙壁上
有120多个音响，舞台上表演者的声音通过
流线型的剧院墙壁，可以更加清晰明亮。

2017年7月，兴安乌兰牧骑·兴安盟民
族歌舞团可谓是“迫不及待”地入驻乌兰牧
骑宫，并迅速投入到艺术创作和节目排练
中。“原先，我们的排练场地和工作环境相当
艰苦，排练厅少、隔音差、窗户漏风。每到冬
天，排练厅暖气管就会冻爆。甚至有一次排

练舞蹈的时候棚板也掉下来了。”兴安乌兰
牧骑·兴安盟民族歌舞团艺术总监鄂伟亮
说，如今乌兰牧骑宫内置的场地划分更明
确，有大小舞蹈排练厅、器乐合乐室、琴房、
声乐合唱厅、录音棚、编曲室等六种排练厅
（室）和LED制作室，为创作、排练提供了良
好的工作环境。

紧随其后，2017年11月30日，兴安盟
群众艺术馆也入驻乌兰牧骑宫。从2008
年工作至今的国家一级演员、盟群艺馆培
训辅导部教师李霞，亲身经历和见证了盟
群艺馆这10年来的发展变迁。她说，最让
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当数盟群艺馆结束了
小平房授课的历史，入驻了令人神往的乌
兰牧骑宫。10年的小平房授课经历记忆深
刻。据李霞回忆，原来的排练厅阴暗冷简
小。如今入驻乌兰牧骑宫，排练厅铺着地
板，阳光洒进屋内；头上是空调，脚下是地
暖，来这里排练的文艺爱好者喜欢这里的
一切。她们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走进乌
兰牧骑宫，心变美了、人变美了、生活变得
更美好了。作为一名群艺馆的工作人员，

李霞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盟委、行署对群众
文化工作的关心和关注。李霞说：“有了这
么好的环境，我们文艺工作者会更加奋发
图强，努力奉献，打造出更多的文艺作品，
更好地服务群众文化。”

据了解，利用乌兰牧骑宫的排练场馆和
完善的设施，盟群艺馆组织广大群众开展了
合唱、健身、舞蹈、器乐、声乐以及文明礼仪
等辅导培训，累计培训15000多人次。此
外，每天都有市民群众来乌兰牧骑宫广场休
闲健身娱乐，多时达到2000人。

乌兰牧骑宫文化惠民作用已经凸显。
乌兰牧骑宫投入使用以来，引进上演音乐
剧、儿童动漫剧、演唱会、芭蕾舞、交响乐等
12场剧目。此外，我盟还在乌兰牧骑宫大剧
院举办了文艺晚会、音乐会、摇滚音乐会、图
片展、读书会等各类文化活动42场，观众近
7万人次，收看晚会网络直播和电视转播实
况的约120万人次；乌兰牧骑宫影院放映电
影1500多场，观影人数达到6.6万人次，极
大地丰富了我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引进来——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看看它

的剧院就知道了。”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
院第一任总监列奥波德·达姆罗什的名言。
在今日，拔地而起的大剧院已经不止是单纯
的文化概念，而是投射出更多的经济意义与
社会意义。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一座地标建
筑的崛起，他们更期待随之而来的生活改变，
而乌兰牧骑宫正是承载着这种深深的期许破
壳而出的。

为了运营好乌兰牧骑宫，2017年12月8
日，经盟委、行署批准，盟文体新广局经公开
招标选择深圳聚橙剧院管理公司对乌兰牧骑
宫委托经营。至此，乌兰牧骑宫正式成为聚
橙剧院院线的第65家剧院。

在这里，俄罗斯皇冠芭蕾舞团舞剧《天鹅
湖》精彩上演，美国南芝加哥交响音乐会完美
呈现……乌兰牧骑宫大剧院的舞台不断带给

大家惊喜与快乐。
在这里，宫崎骏·久石让动漫视听系

列主题音乐会绚丽演绎、邓丽君金曲演唱
会回味经典……乌兰牧骑宫大剧院内一
次一次的轰动和一次一次的高潮迭起。

根据协议，聚橙剧院管理公司平均每
年将为我盟安排100场以上国内外的高
水准文艺演出活动。它昭示着一个地区
在文化演艺上的勃勃生机，极大地活跃了
我盟的文化演出市场、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有效发挥了文化演出引导社
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基础功能。

兴安盟舞蹈家协会主席魏翠华在观
看完俄罗斯皇冠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天
鹅湖》后深有感慨，她说：“能在家门口欣
赏原汁原味的《天鹅湖》表演，真是一件幸
福的事儿。这门艺术精湛的足尖艺术，古

典优雅，这场演出无论是艺术启蒙抑或是专业
观摩都是绝佳选择，不仅适合懂芭蕾的专业人
士，家长也可以用这个舞剧当孩子艺术熏陶的
启蒙戏，培养孩子的艺术气质。”

“它让我离文艺很近很近，当我和孩子前
往乌兰牧骑宫大剧院观看美国南芝加哥交响
音乐会，看到孩子眼睛里面闪着光，我发现了
文艺追求和育儿目标有了结合的地方。”观众
陈静说，从小练习小提琴热爱音乐的女儿，一
心憧憬着去“国家大剧院”等高雅的艺术殿堂
感受大都市特有的文化气息，但这一切仅仅是
梦想。如今，乌兰牧骑宫的出现，让她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杨柳绿千里，春风暖万家。为实现文化
惠民，让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兴安百姓都有机会
走进剧院，走近艺术，乌兰牧骑宫在引进高端
文化演出项目的同时，还推出了“同各民族儿

童一道开启世界艺术之旅”公益活动。每场
演出都开放至少100个座位邀请各个团体
观看演出，设立出入剧场专属通道，征集
志愿者开展特殊人群专车接送等一系列
公益活动。从第一场演出开始，邀请了乌
市儿童福利院、兴安盟残疾人康复中心、
乌市残疾人儿童康复中心、兴安盟特殊教
育学校、乌市民族幼儿园、乌兰浩特朝鲜
族幼儿园、街道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
观看演出。春节过后，为了慰问我盟春节
期间的一线工作者，开展了迎新春“送温
暖”活动，一张张带着温度、带着祝福的
票，送去了别致的慰问。正月十五、十六特
邀请了盟公安局、乌市公安局的干警及其家
人，盟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及其家人，乌市
城郊办事处的环卫工人等观看演出，给他们
送去新春的祝福。

乌兰牧骑宫自2017年12月26日由深
圳聚橙剧院管理公司委托经营以来，在精
品演出、电影放映、艺术创作、辅导群众、广
场活动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2018年春节到元宵节期间，
每天来乌兰牧骑宫观看演出的观众络绎不
绝，高峰期日接待观众约8000人次，甚至
出现一票难求、一座难求的现象。统计显
示，正月初一至十五，乌兰牧骑宫上演了3
场精品剧目和10台文艺晚会,放映电影
684场，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其中看剧
16500人次、观影33560人次，票房收入
120多万元。

如今，乌兰牧骑宫已经成为全盟文化艺
术创作、演出、交流中心。能到乌兰牧骑宫
享受精彩的“文化盛宴”成为兴安百姓的文
化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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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奔腾》
在乌兰牧骑宫精
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