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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蒙古鹿棋吗？它是蒙古族
传统的竞技类娱乐项目，能激发斗志、增
进民族团结，深受蒙古族人民，尤其是青
少年的喜爱。长期以来丰富着蒙古族人
民的生活。”满洲里第十二学校的张兴博
说，“没错，鹿棋的竞争过程紧张激烈，双
方斗智斗勇，学习鹿棋能培养注意力、观
察力和应变力，让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
提高。”

为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继承和弘扬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了解和学习本
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民族的
认同感，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开设了蒙古
民族班，开展了马头琴、手工毡坊、鹿棋
社、蒙古象棋、蒙古族饮食等具有蒙古族
特色的活动。

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张小羽老师说，
其中马头琴特色校本课是同学们十分喜

爱的一门乐器，它历史悠久、音色圆润、低
回婉转，尽管入门很难，但是因为喜爱，同
学们坚持将每一个把位拉好。民族班学
生以蒙古族为主体，还有达斡尔、鄂温克
等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了民
族文化。还开办了各种民族特色活动课，
如马头琴班、蒙古鹿棋班、民族手工艺班、
民族舞蹈班、合唱队、民族服饰表演队等。

民族班在课程内容上，凸显民族性、
时代性、地域性，一直以传承民族文化为
己任，在民族艺术教学中，让学生“唱唱、
跳跳、画画、剪剪”，在学与玩中感受民族
艺术之美，体验生活的快乐，培养健康向
上的生活情趣。

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接受纯蒙古语
授课的来自四个年级51名学生。孩子们
在民族班不仅可以接受蒙、汉、英三语教
育，还可以学习到少数民族音乐、绘画以

及民族文学等艺术特色课程，这为他们更
好地传承本民族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在这所学校有着其他学校没有的课
程设置，如民族文化、蒙古象棋、马头琴等
校本课程。

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在巩固原有成
效的基础上，立足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
展，进一步创新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评
价，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课程，丰富课程
资源，使民族校本课成为学校特色建设强
有力的载体。

开发教材，让特色教育成为有本之木
落实校本课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

育，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
展，学校高度重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成立
了校本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组建了以体艺
教师为骨干的校本课程施教团队，并邀请
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朝克教授等知名

专家和非遗传承
人杜拉尔、民间艺
人红艳到校对校
本课程的开发与
落实进行专业指导。在校本教材
开发过程中，该校先后选派多名骨干教师
远赴呼和浩特、锡林浩特、乌兰察布等知名
学校参加培训。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定期
召开教材编写推进会，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对教材的每个章节、每个要点都进行反复
斟酌、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因材施教，让每名学生学有所长
在创建民族特色校本课的实践中，该

校逐步探索出“面线点”相结合的教育模
式。周一到周五，每到民族特色校本课时
间，校园内处处都能听到悠扬的琴声，朗
朗的蒙古语读书声，叮当声、加油声洒满
整个校园。

特色教育，让全体师生绽放异彩
该校自开设民族特色校本课程以来，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
兴趣更浓了，蒙古语和蒙古传统文化很自然
地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闲暇的时候，孩子
们都能弹奏一段小曲和同伴、家长分享；学
校组织的创意民族手工毡房展示活动在内
蒙古自治区第六届艺术展演活动上斩获大
奖，很多同学由此变得更加阳光自信，言谈
举止更加得体。同时，各类校本课程的开展
还进一步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加深了他们
对中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理解，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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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舞者。

熬制奶茶。

“幸亏了国家政策，要不我哪敢住院？
要是以前一听得花不少钱，我肯定掉头就
走，这命也不值这么大一笔钱。”在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中蒙医院的缴费窗口，郭何
成边接过窗口递出来的200元钱边说。由
于整整打了10多天吊针，一只手背还有些
青肿，但丝毫不影响他比划着讲述自己对
这个时代对这个国家的感激之情。

肺气肿、肺心病、冠心病……75岁的
郭何成因为这些老毛病，没少住院治疗，但
这都是近几年的事儿。用他的原话说：“以
前哪敢住院？”这次住院，前前后后便一共
花了6000多元，但自己只掏了800元，
那 200元便是入院时缴付的押金 1000
元里退出的。6000元，对于一个祖孙几
辈都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来说，就是
一笔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巨”款。因为参
加了城乡居民医保，又是低保户，郭何成
才敢这么听从医生的安排，踏踏实实地
住院治疗。

在准格尔旗大路镇尔圪气村，年轻
时的郭何成是出了名的“壮劳力”，从人
民公社的挣工分到后来的开荒种地、养
家糊口，都是靠着一副坚实的身板儿。

1980年左右，等到这位解放前出生
的庄稼汉，终于熬到改革开放带来的“风
调雨顺”，家里吃饱穿暖有了着落，儿女
们也相继成家，能喘口气的时候，身体提
前透支的郭何成却开始“气短”了。先是
一趟一趟地往村里的赤脚医生家里跑，
买一瓶安乃近或止疼片，睡前吃一片，扛
一下、忍一忍，第二天又赶着太阳露头前
去地里干活。偶尔输液打针，都是实在
扛不下去才敢有的“奢侈”之举。后来，
妻子又患上“红斑狼疮”，南下广州东到
上海北奔北京，大大小小医院跑了几十
家，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两半
花。

像中国绝大多数农民一样，郭何成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扛到什么时候，更
确切地说，他压根儿就不想知道，就这么
稀里糊涂地过了今天再过明天，只要还
能出门，就必须得去干活儿，因为情况真
的如他所说：“每一个药片儿都不是白来
的”。

2005年，鄂尔多斯市新农合政策开
始进村入户，郭何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交了自筹的那部分，没想到政府的“承
诺”很快就兑现了，再去乡镇医院买药省
了不少钱。2012年，全市开始以旗区为
单位，统筹缴费、统一管理。自2013年
开始，年过七旬的郭何成再也不敢和孩
子们嚷嚷着“没事的，忍忍就过去了”，而
是每年两三次住院治疗，“心肺肥大”让
他走路都出现困难，严重时都进了
ICU。尽管每次花销不少，但可以报销
50%左右，再加上儿女们的补贴，郭何成

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
2017年，鄂尔多斯市又出台了“精

准扶贫新农合优惠报销”相关政策，主要
优惠政策涉及普通住院补偿、慢性病门
诊补偿和大病商业保险三方面。普通住
院补偿优惠政策：在普通住院报销政策
基础上，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
10%。在同年度同级别医疗机构再次住
院的，取消起付线。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儿童及重度残疾人在旗区级、苏木乡镇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取消起付线，直
接按比例报销；慢性病门诊补偿优惠政
策：不分病种，并在慢性病门诊统筹政策
基础上市内定点医疗机构（除药店）不设
起付线，市外定点医疗机构（除药店）起
付线降低50%。在旗级及以下定点医疗
机构门诊就医（除药店），报销比例提高
10%；大病商业保险政策：在大病商业保
险政策基础上，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
例每段提高10%。

此项政策旨在为全市278户 680名
贫困人口和1.35万户、3.4万低收入人口
进一步“减压”。就这样，低保户郭何成
又一次被政策红包“砸中”，报销比例可
达到90%以上。“确实是敢住院了”，他揉
着枯瘦的手说。

出院后的郭何成，还需要长期服药，
“听说我这种情况可以办个慢性病卡，也
能报销一部分药费，我准备去办一个。
有人说是这些药给了我命，我说其实是
国家政策让我一次又一次脱离了危险，除
了感谢，真不知道还能说啥”，郭何成憨实
的笑容里，尽显真诚。

在鄂尔多斯市，郭何成根本就不是特
例，医保已经真正成为老百姓健康的“保护
伞”。截止到2018年7月底，全市城乡居
民参加城乡医保共计115.8万人，人均筹
资标准达到926.2元，位于自治区前列。
有181912人享受到政策红利，上半年实
际报销比例61%。而随着精准医疗扶贫
工作的深入推进，截至7月底，基本医保
共计补助2497人次，实际报销比例平均
达到66%，享受大病商业补助192人次，
补助69万元，实际报销比例达76%。全
市17家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全部接入国家
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同时，选定中心医院等
全市综合实力相对较强的13家二级以上
定点医疗机构开通自治区内异地就医住院
直接结算。

采访结束时，已近正午。秋天的阳
光投射在郭何成黝黑而布满沟壑的脸庞
上，仿佛是对另一块土地的亲近。这位
朴实的老人不会讨厌这种火辣辣的暴
热，就像他不会舍弃田垄间的庄禾和缀
满果实的土地，而国家政策也一样不会
把疾病、贫穷丢给这些离大地最近的身
影……

郭何成就医记
◎◎《《鄂尔多斯日报鄂尔多斯日报》》记者记者 张晓艳张晓艳

让孩子们在学与玩中感受民族艺术之美让孩子们在学与玩中感受民族艺术之美
◎◎文文//图图 《《满洲里日报满洲里日报》》记者记者 赵瑞赵瑞

在乌达工业园如意路段，聚源蒸汽销售公司建设的蒸汽管
网二期已见雏形。如意路上的这段蒸汽管线长6公里，沿着所
涉及的企业外围延伸而去，最终形成环形的闭合。该段蒸汽管
线计划本月投入运行。

2018年2月5日，乌达区热力公司注册成立乌海市聚源蒸
汽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乌达工业园的工业蒸汽销售、蒸汽管网维
修及蒸汽管网优化建设等相关工作。“在新建的蒸汽管网中引入
了先进的设计理念，实施了技改，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由旋转补
偿器代替了原有管网中的自然补偿器，减少投资的同时，也减少
了热损及压损，起到了很好的节能降耗作用。”公司生产技术部
部长牛能兵介绍。

蒸汽管网二期建设是乌达区蒸汽环网自动化改造的重要一
环。

对于聚源蒸汽销售有限公司的成立，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公司参与园区蒸汽管网建设运营，解决蒸汽供应问题，通过实
行‘厂网分开’运行模式，打造布局科学、运营专业、功能完善、配
套精准的园区蒸汽基础设施网络，对乌达工业园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据介绍，公司的投入运营将完善园区基础配套和服务功
能，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发展空间，助力园
区振兴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园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投运蒸汽管网20余公里，为园区18家企业
稳定输送蒸汽，用于工业生产及冬季采暖；集中供汽工程主要依
托企业电厂为汽源点规划建设，现已建成华电乌达热电、宜化电
厂、恒业成电厂、君正热电、东源一期电厂汽源点5个，已接入汽
源的有华电、宜化、恒业成等电厂。公司已与君正热电签订框架
协议，蒸汽管道建设施工完成后即可并入现有管网，届时对蒸汽
品质将有一个更高的提升。同时，考虑到现有汽源企业供汽能
力有限，为保证汽源充足，公司正积极与东源科技、天信煤焦化
等企业洽谈，发展挖掘新的汽源点。

为保证园区企业用上稳定的蒸汽，公司成立后，第一时间对
园区内蒸汽管网开展保温改造、管道相关阀门设备更换维修、蒸
汽流量计加装等优化工作，并引进旋转补偿器这一先进设计，降
低蒸汽输送中产生的热损、压损；加大调度室智能化建设力度，
实行24小时全天值班制度，在气量充足的情况下随时调配气
量，保障企业安全平稳用汽。同时，公司配合工业园区规划，为
保证元正、亚诺等在建项目顺利投产，计划逐步实施蒸汽管网三
期工程，新铺设蒸汽管网约19公里。

如今，乌达区“厂网分开”的管理模式更精细、更到位、更优
化，让园区企业用上了更高品质的蒸汽。

专业运营有妙招 企业发展有“汽”力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王秋华王秋华

建设中的蒸汽管网二期。

工作人员巡查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