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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风尚

鉴言

□帅政

当前，社会文化消费正进入快速增长期，文化已
经成为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重
要因子。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相对落后的文化生
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间的矛盾，
仍是文化建设领域的主要矛盾。同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着供给不足、效能不高、供需错位
等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充分发挥人
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发文化发展的动力、活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同时，建立群众需求反馈机制，将人民
群众的评价作为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考核的重
要依据，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充分实现，真正

实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
果由人民共享。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是一
种政府主导，多元互动，民众主体的动态化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形态。

围绕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必须增强民众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存在角色，一是要畅通民众公
共文化需求表达和参与渠道，将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

纳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决策参与机制；二是要强化民
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监督评估权，避免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不能对接的错位；三是要
强化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问责机制，将群众满意度作
为公共文化考核的核心指标，进而有效避免法律条文
的“制度空转”。只有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得到彰显，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才能得
到充分实现。

公共服务要找准民众需求

编辑的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关系到文明传承和民生福祉。近年来，特别是“十三五”以来，我区加快推进农村牧区基本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争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到村、通到户、送下去、带起来”。

□帅政

村里新建了文化广场、越来越多
的文艺节目送到家门口⋯⋯近年来，
自治区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步伐，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我区按照中央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精神，起草了关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实施意
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目前，覆盖城乡的五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基本建立，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歌舞从来就是草原儿女最擅长
的。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日
益高涨，但到哪里去唱歌跳舞，是一个

现实需求。建好文化活动场所，才能
让人们有一个进行文化活动的“好去
处”。

在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有一个向阳
社区，54 岁的杨凤每天早早来到社区
居委会办公室旁边的文化活动室。她
打开活动室大门，还不等收拾完，她的
那些姐妹们就来了。早上七点半，记
者来到活动室的时候，她们已经跳了
两轮舞，正在“中场休息”。

2014 年杨凤带头注册成立了农
家乐艺术团，现在已经吸收了 50 多名

“团员”，年龄最小的 32 岁，最大的 72
岁。70 岁的贺金凤和儿媳妇都在这
个艺术团里。她说：“一起跳舞唱歌，
我们的婆媳关系可好了！”

向阳社区是 2008 年由附近几个
村子搬迁来之后组成的。2009 年，杨

凤 组 织 新 的 街 坊 邻 居 结 队 扭 秧 歌 ，
2013 年又开始学习跳舞，2014 年注
册成立了农家乐艺术团。社区居民来
自不同村庄，但相处融洽。艺术团每
天早晨 6 点就开始训练，通常要到 8
点才结束，如果是农闲时节，她们跳舞
唱歌的时间还要长一些。

“以前最担心的是找不到练习唱
歌跳舞的场地。”杨凤说，这个问题最
近两三年已经解决了。鄂尔多斯市政
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紧盯活动场
所建设。2014 年以来，政府投资建设
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超过 1000 个。
这些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免费开放，常
年开展全民阅读、文艺表演、展览展示
等文化活动。

打造文化品牌也是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内容，一些地区通过推动建立

文化大院的方式使基层文化团体的人
数逐年递增，他们创作的精品文艺作
品质量和数量也不断提高，在打造文
化特色品牌的同时，基层群众文化生
活不断丰富。

张瑞芬 1961 年出生于包头市东
河区沙尔沁邓家营子村，虽然只有高
中文化，但是张瑞芬却是一位民间艺
术家，还是包头市双学双比女能手，
2013 年被中央宣传部评选为全国先
进文化带头人。她虽是一位地道的农
民 ，原 本 只 是 一 门 心 思 种 地 。 但 是
2004 年时，她发现农闲时候，村上经
常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聚到一起打
牌赌博，或是说长道短、搬弄是非。原
本恬静的乡村侵入了不良风气，家庭
与邻里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
张瑞芬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调查，

她决定办一个文化大院。
张瑞芬创建文化大院不求回报，

不图名利，只为带领引导广大村民健
康、文明、向上生活，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文明素质，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作
用。当地的文化部门得知后，不断对
文化大院的建设提供帮助，如今文化
大院由最早 5 个成员增加到 200 多
人，其中固定成员 105 人。活动类型
由单一的歌舞表演形式扩展到舞蹈、
秧歌、腰鼓、健身操、广场舞、合唱、电
子琴、手风琴、军乐队、相声、快板、小
品、二 人 台、晋 剧 等 多 种 表 演 形 式 。
文化大院一周平均活动 4 至 5 次，其
他村的村民们也慕名而来，形成了辐
射效应，极大地充实了村民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张瑞芬文化大院自创和

“移植”作品小品《家和万事兴》、快板

剧《孝顺老人》、相声《二大爷聘闺女》
等 文 艺 作 品 23 个 ，经 常 参 加 镇 、区
级、市级和自治区级的演出和比赛，
并获得多项荣誉，受益群众达到 1.5
万人。

下一步，自治区文化厅在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将持续发力，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将继续举办广场
舞大赛等示范性、引领性群众文化活
动，并深入开展戏曲进乡村和“春雨工
程”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同时，持续推
进公共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继续实
施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
等重点数字文化工程。还要继续推广

“彩云服务”，推动边境和贫困地区流
动文化设备配备工作，统筹阵地服务、
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

图说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内蒙古内蒙古：：把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把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观点

□何勇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季女士，购买儿童
安全座椅已经 3 年，而她 5 岁的孩子，一次都
没坐过。“知道这东西有用，不过我们没拆包
装，平时出门少，家里人抱着坐车就好了，问
题应该不大。”季女士说。

（5 月 30 日《新华网》）
如果说安全带是一条生命带的话，那么对

于乘车的儿童来说，儿童安全座椅就是他们的
生命座椅。因为抱孩子坐车危险性非常大，车
辆发生撞击事故时，儿童将承受大于自身体重
多倍的力，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而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的《安全带和儿童约束（即儿童安
全座椅）：道路安全手册》提供的数据显示，0至4
岁的孩子，使用不同类型的儿童安全座椅，受伤
害的风险会降低50％至80％，5至9岁的孩子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受伤几率降低52％。换言之，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尽
最大限度的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减少伤害。

但是，我国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
率很低，即便是不少人购买了儿童安全座椅、
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却不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处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这显然不
利于保护儿童安全乘车。要撑起儿童乘车安
全保护伞，让儿童乘车时都能用上儿童安全
座椅，就必须像查酒驾一样普及儿童安全座
椅，而不是停留在倡议、呼吁、鼓励阶段。

首先，必须用法律法规手段强制安装、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别无他法。只要儿童乘
坐机动车，就必须安装和使用儿童座椅，否
则就要开罚单，不能轻饶。在目前，只有极
少数城市出台了相关规定，不少城市还只是
倡议、鼓励，并不是强制要求安装和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也没有配套处罚措施。

其次，交警部门、新闻媒体等机构要加强
宣传，普及儿童乘车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常
识，有必要纳入到驾考科目一以及文明驾驶
科目考核内容之中，提高全社会对儿童乘车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儿童乘车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没有儿童安全座椅儿童不乘车的一种氛
围。很多人买了儿童安全座椅却不使用，说
到底还是人们对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重要性的
认识不够强，才对儿童安全座椅不够重视。

再者，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儿童安全
座椅的质量检验，确保市场上销售的儿童安全
座椅都符合相关标准，彻底杜绝二手儿童座椅
在市面上流通。如何儿童安全座椅质量本身
不过关，保护儿童安全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在
目前，儿童安全座椅市场存在不少问题，一些
儿童安全座椅质量不达标，起不到保护儿童的
作用，甚至反而存在危害。比如，中国消费者
协会对市场上销售的20款儿童安全坐椅进行
了比较试验，5月 29日，中消协发布了比较试
验结果，发现部分产品存在有害元素超标、头
部防护不足等问题。如果这种现象不铲除，人
们不敢轻易购买、安装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总之，为了保障儿童乘车出行安全，安
装、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刻不容缓。

普及儿童安全座椅
刻不容缓

□陈虹宇 张庆林

当乌日图那顺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在颁奖典
礼上说，“我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新宝
力格苏木中心卫生院”时，台下响起了观众们热烈的
掌声，看电视直播的牧民也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原 来 ，乌 日 图 那 顺 代 表 的 这 支 团 队 荣 获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家庭医生团队”和“最美家
庭医生团队”的荣誉称号。

这支草原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成立于2011年。
1辆车，6个人，这支由全科医生、公卫医生、社区护
士等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长年奔波在草原上，为周
边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及时发现解决了很多急险症，
医患和谐的赞歌在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传唱。

牧区里很多老年人的子女都在外地就业，平
时就医很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医疗队选择了
主动上门进行医疗服务。牧民都古尔扎布患脑
血管疾病 8 年，双下肢瘫痪，行动不便，子女也不
在身边，家庭医生团队上门为其开展慢病随访

时，了解到他还患有合并高血压病史需要长期进
行治疗。乌日图那顺向他宣传了慢性病签约服
务的政策，都古尔扎布很感兴趣但又露出为难的
神情，乌日图那顺急忙解释道：“慢性病的危害很
大，您使用智能血压器测量血压，血压变化我随
时能看到，我们小药箱里已装了您需服用的药品
及我的联系卡。以后身体不舒服打电话给我，需
要住院时，我们团队专车来接您，至于签约服务
费用，我先给您垫付着，等您子女回来再说。”

听到这里，都古尔扎布感动得热泪盈眶，紧
紧握着她的手说：“乌医生，谢谢，我代表全家感
谢您。”

新左旗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卫生资源分
布不均，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不高，针对这种情况，
新宝力格苏木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实施“互联
网+小药箱”签约服务模式，让广大牧民有了自己
的签约家庭医生，小病不出门，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得到全面医治。仅去年就义诊 34次，受惠牧
民12家，治疗患者240人，发放小药箱236个。

独木不成林。一支优秀的团队里每一个人

的医德、品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去年冬天，医生魏倩文在卫生院信息平台中

发现，慢性病签约病人都古尔扎布血压上升至
205/132mmHg。得知情况后，卫生院立即组织
家庭医生团队向患者家出发。可由于新左旗连
续遭遇多日强降雪，积雪拦住了前往患者家的去
路，在这争分夺秒之际，整个团队的人毫不犹豫
地跳下车用铁锹清除积雪为急救车辆开辟道路，
为了给患者争取最佳的抢救时机，医生魏倩文背
上简单的急救装备徒步前行到患者家。

呼伦贝尔的冬季十分寒冷，草原上的寒风更
是刺骨，可大家却没有丝毫退却。魏倩文到达时
发现患者已经昏昏沉沉，浑身发抖。经两个小时
的细心治疗，患者终于醒来。待生命体征平稳后
医生们将其送往卫生院进行持续观察。由于发现
及时、治疗及时，都古尔扎布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医者仁心，四季轮回，这支队伍停不下走访
治疗的脚步。宝力格苏木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
团队用真情付出和贴心服务，营造了良好的医患
关系，成为草原牧民身边亲近的健康管家。

草原深处的“最美家庭医生”

近日，包头市为打造毒品萎缩型城市进行
了“大收戒、大查缉、大整治专项行动”（以下简
称“大收戒”行动）。九原分局沙河派出所高度
重视，聚全所之警力对涉毒人员进行摸排，对
摸排到的线索及时进行研判，并将研判的的情
况认真分析，充分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沙河
派出所积极行动，多次组织民警主动出击，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先后查获涉毒人员 22 名

（其中社区戒毒 7 人，强制隔离戒毒 13 人，行
政拘留 1 人，罚款 1 人）。

下一步，沙河派出所将继续坚持天天严
打、严管、严戒吸毒人员，为全市“大收戒”行动
助力。 （任超霞）

沙河派出所
助力“大收戒”

走进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双山子村
的玫瑰花种植基地，连片的花卉大棚格外壮
观。大棚内，玫瑰、非洲菊等鲜花姹紫嫣红、芳
香扑鼻。花农林淑香正在采摘玫瑰花，脸上挂
满丰收的喜悦。“国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提
升了农民生活品质，特别是节日期间，花卉特
别旺销，订花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现在，我有
2 座大棚全部栽种各种颜色的非洲菊和玫瑰
花，通过精心培育、管理，各种鲜花长势良好，
三、五天就可以采收一次，深受客户欢迎。”林
淑香说。

据了解，林淑香家的两座花卉大棚，一年
可带来 5 万余元的收入。双山子村委会主任
魏国达介绍说，近年来，双山子村把发展花卉
产业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
民脱贫增收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大力推动花卉产业转型升级，“花经济”已成为
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目前，该村已发展温室大
棚 28 座，年产玫瑰花 30 万朵、非洲菊 50 万朵，
每座大棚年利润可达 2-3 万元。 （白敖敏）

双山子村的“花经济”

六一儿童节期间，通辽市库伦旗乐乐幼儿
园组织家长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
增强了家长之间的凝聚力和拼搏进取精神。

贾俊海 摄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好时机，通辽市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哲日都村西南的一块 6 亩旱田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村民赵树学引进水稻
新品种秧苗“长粒香三号”进行试种，并充分利用农家肥优势，进行绿色无公害种植。他是该村第一户在旱田里种植水稻的村民，首次试种后效果明
显。据介绍，该品种水稻亩产可达 500 公斤以上，明年赵树学将带领部分村民扩大种植面积，发展水稻特色产业，带领村民致富。图为村民赵树学正
在补植秧苗。 鲍明全 摄

特色种植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