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白瑶

追踪、搜捕、鉴别、搜爆、搜毒……
它们无所不能，而且勇敢、忠诚，它们是
警营中最特殊的队员——警犬。

2013年，退伍的刘强被分配到包
头市公安局固阳县公安分局特警大
队。2016年，刘强参加了自治区公安
厅警犬训导员的技术培训，当起了“狗
倌儿”。2年摸爬滚打的训练，他越来越
热爱这份工作，并与同生死共患难的警
犬GT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见到它第一眼，我就知道是我的
犬。”刘强兴奋地说。GT胆子小，刘强
就带着它到闹市区锻炼。GT的“自尊

心”特别强，每次在训练中没完成任务
时，它就会泄气地耷拉着耳朵趴在角落
里。每到这时，刘强一边抚摸它，一边
跟它“谈心”，用温柔的话语激励它。“犬
是通人性的，只要你对它好，它就能感
知到你的心意。”刘强说。在培养感情
建立起信任后，刘强开始全面训练GT
坐、卧、随行等服从能力，训练GT搜索、
气味关联等勘察能力。

刘强说，每一位训导员对警犬的
训练，都是从爱开始的。他能从警犬
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种叫声及
表情中感受到GT的状态。刘强黝黑
的双臂上有很多疤痕，都是训练警犬
的过程中受的伤。“即使是这样，也不
可以惩罚警犬，因为惩罚会让警犬对

训练工作丧失积极性，大大降低训练
效果。”

“你给伙伴多大的爱，它就给你多
大的回报”，凭着这样的信念，刘强带着
GT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2017 年年
底，因警犬技术掌握熟练，与犬的默契
度高，刘强在公安厅警犬培训班上被评
为优秀学员。顽皮的“小奶狗”GT也成
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这只勇猛的
警犬，跟随刘强参加了多次震慑搜寻、
抓捕行动和警犬技术比赛。刘强一个
动作、一个眼神，GT都能完全心领神
会，默契的配合，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2017年，固阳县公安
局查处一起毒品案件，犯罪嫌疑人逃
跑。当天晚上刘强接到指令，带着GT

连夜赶到案发现场进行侦查。根据嫌
疑人现场遗留的物品，GT迅速开始气
味追踪。3个多小时后，终于在凌晨抓
捕到了嫌疑人。不少案件的侦办中，寻
找物证是难题，这时办案民警可以借助
警犬的强大嗅觉进行搜寻，为破案提供
关键物证和线索，警犬GT在这方面立
下了汗马功劳。

2018年 7月 17日，刘强被选入公
安厅训导队，参加3个月的集训后，选
拔参加内蒙古以及全国的警犬技术比
赛。集训的人员有40多人，比赛设有8
个科目，每个科目只能有一名训导员带
一只警犬参加，预选选拔出8名训导员
参加沈阳片区的比拼。

刘强和GT每天相互鼓励，刻苦训

练。有一天，刘强突然发现 GT的耳朵
出现了血肿，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停止
训练，立刻手术。刘强心情很复杂，一
方面选拔赛在即，自己跟GT付出了这
么多的努力，最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放
弃?另一方面，不抓紧治疗，又担心GT
受罪。经过跟医生沟通，决定对GT进
行保守治疗，每天不打麻药，把GT的耳
朵用刀割开一个口子，把瘀血挤出，压
迫GT的耳朵不出血。正值中秋节，集
训队放假，队员们都回家过节了，因为
GT需要治疗，空旷的训练基地只留下
刘强和GT的身影。在刘强的悉心照料
下，GT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属于他们的
战斗又开始了。

每天凌晨4点30分，刘强和他的战

友GT就来到训练场。经过3个月的高
强度训练，刘强这个1.85米的大个子从
180斤瘦到了157斤，而他们的训练成
绩却一路飙升。10月17日，公安部沈
阳片区的教官来内蒙古进行考核，刘强
携警犬GT以巡逻满分的成绩脱颖而
出，被确定为代表内蒙古参加巡逻科目
比赛的唯一选手，与来自全国11个省
市区的比赛选手同台竞技。

11月13日至14日，在公安部组织
的第五届全国警犬技术总决赛中，刘强
携带警犬“GT”赴京参加巅峰对决，经
过激烈竞争和顽强地拼搏，最终取得了
巡逻科目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只要GT在身边，再苦再累也开
心。”陶醉的笑容在刘强的脸上绽开。

特警刘强与警犬GT的故事

■信息吧

本报兴安1月23日电 （记者 胡日查 见
习记者 高敏娜）“是政府的好政策还有海鹰脊
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的救助让我看到了直立起来
奔小康的希望，我们一家的日子有盼头了！”
2018年 12月 20日，刚刚进行完双髋关节置换
手术的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白音塔拉嘎查的
贫困户白苏道笑容满面。摆脱疾病困扰，身体
日渐好转，脱贫致富对于白苏道一家来说已不
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白苏道的父亲因早年患病，说话不太利索，
再加上还患有高血压，只能在家守着几亩薄田，
靠种植玉米勉强维持生计，年收入只有寥寥数
百元。17年前，还在上小学的白苏道开始出现
胯骨疼痛的症状，随着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得已
的他只能休学进行治疗。

“那时候因为缺少对医学相关知识的了解，
家庭经济也困难，就一直没能去大医院及时治

疗。”白苏道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病
情愈发严重，由开始的胯骨疼痛逐渐发展为全身
疼痛，腰也越来越弯，吃饭也经常会被噎住，并且
伴有胃疼、胃酸的症状，行走也出现了困难。

2016年，白苏道父子二人怀揣借来的7000
块钱来到了北京。满以为终于能接受治疗的父
子俩在听到医生说到“强直性脊柱炎”“手术费
用估计30万左右”的字眼后，希望轰然崩塌。“家
里是无论如何也凑不出这笔钱的，没有办法，我
们爷俩只得返回家乡。”

白苏道说，为了他患的病，家人不知道流了
多少泪水。就在白苏道一家心急如焚、茫然无
措时，2018年7月，派驻突泉县扶贫工作总队积
极联系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专家来到兴安盟，为偏远
地区经济困难的70多位脊柱疾病患者提供义诊
服务，就地进行了3台救助手术。在义诊和上门

服务过程中，白苏道的病情得到了专家的关注。
“经过检查我们发现白苏道原本应该可以自

由活动的股骨头已经坏死，与髋臼完全长在了一
起，髋关节已近90度屈曲强直，骨盆也已变形错
位，就连一侧膝关节也处于屈曲挛缩状态，并且
因为病情较重、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白苏道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去年12月19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北京海鹰脊柱
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海鹰教授说，白苏道病
情严重，如果再不治疗，不仅会压迫内脏、影响各
器官功能，甚至还会影响寿命。然而白苏道要进
行的手术，对国内外来说都难度极大，为此，刘海
鹰和他的团队专家们进行了多次的谨慎研究与
讨论，并且与美国专家进行了商讨。

刘海鹰说，经过团队专家们的努力，白苏道
不久前已经做完了双髋关节置换手术，正在进
行康复牵引。再过一个多月，刘海鹰还要带领

专家们再为白苏道进行脊柱矫正手术，通过这
个手术，患者将彻底告别低头弯腰的日子。“一
个认真生活的青年被困于这样的病体，大家都
有些于心不忍。让这位因病致贫的、29岁蒙古
族青年能直立行走，让他将来可以自食其力，服
务社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据了解，在自治区派驻突泉县脱贫攻坚总
队长林涛的倡议和协调下，北京海鹰脊柱健康
公益基金会还伸出了公益之手，为白苏道在内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承担了政策报销以外的全部
费用。这次白苏道的手术前期垫付费用还在旗
委主要领导关注下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的支
持。此外，北大人民医院、兴安盟卫生计生委、
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三方还携手成立脊柱
贫困病人救助站，搭建免费救助贫困脊柱患者
通道，计划在未来3年内继续开展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脊柱类疾病免费救治公益活动。

“我看到了直立起来奔小康的希望！”

■小康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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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本报阿拉善1月23日电 （记
者 刘宏章）阿左旗劳动保障监察
执法大队全面提升监察执法能力，
多举措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截至
目前，劳动违法投诉案件查办率达
100%，为 485 名劳动者追回工资
844.5万元。

阿左旗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
队积极督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通过为劳动者建立实
名制花名册、监督用人单位办理劳
动用工备案手续、建立农民工工资
专户等举措，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到位。与此同时，加强与经信、公
安、住建、安监、工商联等部门的工
作配合，进一步畅通和规范举报投
诉渠道，及时受理劳动者投诉举
报，完善多层级执法联动机制、跨
地区案件协查机制，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此外，积极推行企业
诚信管理和失信惩戒机制，构建网
络沟通渠道，实现互联互通、互认
共享，实施一体化诚信评价和失信
惩戒，使失信主体“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

阿左旗

劳动违法投诉案件
查办率达100%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王玮

“这水真甜”。
从临时架设的水管上接满一杯水一口饮下，

冰彻牙根的感觉，让马厉兵直咧嘴，但眉眼之间的
喜悦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马厉兵是杭锦旗巴拉贡自来水厂的厂长。杭
锦旗巴拉贡、呼和木独、吉日嘎朗图沿河三镇5955
平方公里范围内3.6万居民喝的都是巴拉贡自来
水厂的水。

近日，杭锦旗沿河三镇自来水提质增效工程
正式通水，甘甜清冽的“大漠清泉”从百里之外的
库布其沙漠腹地出发，沿着115公里的输水管线
送到巴拉贡自来水厂，再从这里流入沿河三镇的
村民家中。

杭锦旗沿河三镇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区，深层
地下水矿化度高，且氟含量、氯化物超标，无法直
接饮用。改革开放初期，当地农牧民在黄河岸边
打侧渗井取用浅层地下水饮用。

“自来水厂这几年一直在亏损。”最近几年，
黄河径流量降低，水源地补给发生明显变化，水
质逐年下降。“1吨水的运营成本升到10元，我们
收的水费是每吨5元。”最让马厉兵犯愁的还不是
水厂亏损，而是“病从水来”。水厂的过滤功能已
经开到了最大，水质检验报告也显示合格。但在
当地，氟骨病等因水质不好而导致的疾病仍时有
发生。

“现在好了，这水没毛病！”阳光照在水中，干
净清澈，没有一丝沉淀。早早相约去看“通水”的，
还有附近嘎查、社区的农牧民。

去年12月25日一大早，三轮车、摩托车、汽车

的轰鸣声打破了吉日嘎朗图镇康兴社区的宁静。
“听说要举行通水仪式，赶紧坐上三轮车就过来
了。”李老汉难掩兴奋，“我快70岁啦，祖祖辈辈生
活在这里，因为吃水遭了不少罪……今天我这心
里比过年还要高兴！”

为从根本上解决沿河三镇农牧民饮水安全问
题，杭锦旗将三镇自来水提质增效工程列为2018
年重点工程之一，按照一次性规划、分期实施的办
法进行建设。工程规划总投资约12670.99万元，
其中一期工程批复投资7507.37万元，包括水源工
程新打机电井6眼，配套型潜水泵6台，新建1000
吨高位水池 1座，10KV高压线路及相关配电设
施，铺设输、配水管路 115公里，管网改造 32公
里。工程于2018年7月25日开工,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和当地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经过4个多月的
艰苦奋战，超额完成水源井3眼，将位于库布其沙

漠腹地提格庙地区的清泉输送到了3万多农牧民
家中。

杭锦旗水务局总工程师樊文彪说：“库布其沙
漠提格庙地区远离黄河，没有受到黄河水侧渗影
响，水质良好，且地下水位高、储量较大，是优质水
源地。与之前的黄河侧渗水相比，沿河三镇农牧
民可以说是喝上了‘矿泉水’。”

高磊家住巴拉贡镇。十几年家里的净水器换
了一茬又一茬，用过的滤芯堆满了墙角。“再怎么
过滤，还是有苦味。遇上下雨天，泥腥味还特别
重。家里的滤水器拆开里面全是泥沙，滤芯最多
用半年。如今能喝上沙漠‘矿泉水’，看来家里的
净水器要‘下岗’了。”

水质好了，巴拉贡自来水厂的吨水运营成本
降至1.7元左右。“几乎不用再净化，费用主要是运
输水的电费。”马厉兵说。

杭锦旗沿河农牧民喝上“大漠清泉”

近日，磴口县农牧区综合敬老院里红灯高悬、彩带飘动，洋溢着浓浓的喜
气，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和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同见证 5对五保老人的集体
婚礼的幸福时刻。据了解，该院是一家公建民营敬老院，有240张床位，现居住
着123位老人，所有的老人都是“五保户”和“三无”人员。此次敬老院负责人牵线
搭桥，成功为10位老人找到了晚年伴侣。并为他们装修了婚房，置办了结婚用
品，添置了新衣服，营造了温馨喜气的婚庆氛围。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

五保老人的集体婚礼

本报乌海 1 月 23 日电 （记
者 于海东）据统计，仅 2018年 1
月至 11月，乌海市乌达区对外贸
易总额就实现 9360 万美元，创历
史新高，是 2017 年同期的 3 倍
多。该区外贸产品大部分是精细
化工产品，主要出口德国、俄罗斯、
美国、比利时、韩国、印度尼西亚、
越南、荷兰、希腊、智利等 10余个
国家。

近年来，乌达区在经济转型
中采取差异化发展道路，从本地
产业实际出发着重发展精细化工
产业，涌现出一批有竞争力的精
细化工企业和产品。该区积极抓
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
遇，积极开拓“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市场，截至目前，外贸总
额 已 占 全 市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的
96%，主要出口产品为甲基含氢
硅油、甲基三氯硅烷。

乌达区

化工产品
畅销10余个国家

本报锡林郭勒 1 月 23 日电
今年41岁的罗志坚和媳妇李海燕
5年前是朱日和基地附近的牧民，
为了支持国防建设，举家搬迁到了
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夫妻俩详
细了解了当地政府的移民搬迁政
策，并对创业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
当年建成总投资600万元的苏尼特
右旗特牧仑食业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项目有：散装牛羊冷冻、冷鲜肉销
售，牛羊肉自然风干加工、肉食品生
产加工、销售等。

5年多来，公司在各级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资产规
模已达上千万。公司员工也达到
50多人，有下岗职工、转移牧民、残
疾人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根据从
事的工种不同，工资报酬也从2000
元到5000元不等。“由于看到公司
的发展前景光明，效益也好，工资有
保障，留在这儿干活的几乎没有打
短工的，都是熟练的长期工。”罗志
坚笑着说。

（孙智广）

罗志坚夫妇

“搬”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带动地域特色经济发展，打造蒙餐
饮食文化知名品牌，聚合蒙餐美食资源
优势，有效推进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
近日，“舌尖上的锡林郭勒味道”蒙餐技
艺大赛在锡林浩特激情开赛。

本次比赛分为团体宴席赛和个人
技艺比赛，共有来自27家餐饮企业参

加团体宴席比赛，65名选手参加个人技
艺比赛，是历年来锡盟比赛规模最大、
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赛。

锡林浩特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托娅介绍说：2017年蒙餐被纳入中
国第九大菜系。今年的“舌尖上的锡林
郭勒味道”蒙餐技艺大赛不仅是一次蒙
餐文化的推广盛会，同时也为广大企业
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平
台，为我们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打造全
域旅游目的地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舌尖上的锡林郭勒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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