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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永升

新春时节，年味正浓，可阿鲁科尔沁旗
民族手工艺品产业联合党委培训基地内却
一片繁忙。30 多名蒙汉族妇女在培训老
师的指导下飞针走线，一件件荷包、靴子等
作品，在她们的巧手刺绣下变成了五色斑
斓的艺术品。“没有联合党委的组织，我们
姐妹们不可能跨乡镇苏木，聚在一起学刺
绣手艺！”坤都镇布仁塔拉嘎查牧民高娃算
了一笔账：她白天干农活、家务，晚上刺绣
3个小时，一个月下来就有2500至 3000元
的收入。

高娃的喜悦源自阿鲁科尔沁旗融合党
建的全域推进。目前，全旗已建立联合党组
织34个，覆盖245个嘎查村、12个社区、70
个行政事业单位、71家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183个合作社。以民族刺绣为代表的特
色产业联合党组织，以田园综合体为重点的
区域产业联合党组织，以服务游牧民为主的

“敖特尔”等一批联合党组织的组建，形成了
党建融合的同心圆，成为引领全旗经济社会
发展的火车头。

民族手工艺品产业联合党委的组建，形
成了一条“产学研销”链条。在这条链上，有
8个苏木镇和街道的党组织，有8个企业和合
作社的党组织，还有 9个旗直单位的党组
织。联合党委分设了产业服务、北部和南部
生产3个党总支。在赤峰北方民族技工学校
的引领下，联合党委实现了手工艺品产业培
训、采购、品牌、推介、销售“六统一”。目前，
联合党委已在全旗举办蒙古族刺绣等手工
艺品培训班15期，共培训1300多人，让蒙古
族刺绣、蒙古包、银器、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
艺在这里传承并发扬光大。

党建融合，让跨村连片的产业园区茁壮
成长。在乌兰哈达乡的凤凰山田园综合体
联合党委，其下设“养殖产业”“种植产业”等
5个党支部，让抱团发展的7个村干劲正足。
联合党委整合凤凰山、凤凰岭、温都尔呼舒3
个村的土地，合力打造凤凰山田园综合体。

目前，在种植业上，已发展日光温室83栋、庭
院经济500亩、果品采摘30亩；在养殖业上，
建肉驴、肉牛养殖小区各1处。园区还新建
了蔬菜批发市场，并建成集餐饮、垂钓、休闲
于一体的农家乐1处，一个农旅结合的田园
综合体呼之欲出。

牧民转场到哪里，党组织就跟进到哪
里。巴彦温都尔苏木的游牧区“敖特尔”联
合党支部，由苏木7个嘎查与旗公安局、乌兰
牧骑、蒙医院等部门组成，下设便民服务、治
安、医护、文娱和党员教育5个党小组。每到
夏季转场时，党员轮流走进蒙古包为牧民们
服务。今年以来，联合党支部的“敖特尔”警
务室，定期巡逻，及时处置各类安全隐患问
题35起；“敖特尔”急救服务中心救助游牧民
43人次；“敖特尔”党校和“新时代敖特尔牧
民学习讲堂”已组织游牧党员和牧民群众学
习 148 次，累计培训游牧党员和牧民群众
2350余人次。“敖特尔”联合党支部已成为游
牧区的党校、转场的驿站、服务的大厅和文
化的家园。

阿鲁科尔沁旗：融合党建凝聚发展澎湃动力

本报阿拉善2月13日电 （记者 刘宏章）
近日，阿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田双燕前来该旗政
务服务大厅办理养老金资格认证。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她在手机上下载内蒙古“12333”手机
APP，输入身份证号码，按照操作提示，对着手机
摇摇头、眨眨眼、张张口，便完成了年度领取养老
金资格认证手续。

养老金资格“刷脸”在线认证打破了时空限
制，无论身处何处，居民都可通过手机APP进行
认证，给行动不便、居住异地的离退休人员带来
了便利，也减轻了社保窗口人员工作压力，促进
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便民化。据统计，
2018年阿左旗社保局共为2.7万余名离退休人
员办理领取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

阿左旗

养老金领取实现“刷脸”在线认证

本报兴安 2 月 13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实习生 时秀霞）“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

‘康检包’。”这句话成为今年春节期间科右前旗
俄体镇团结村、齐心村、永远村、白音村等四个村
农民工微信群里的热门话。

今年春节期间，科右前旗俄体镇白辛卫生院
利用农民工返乡过节的机会，对辖区内返乡农民
工开展新春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弥补农民工不
能享受免费体检这一缺憾。

俄体镇白辛卫生院院长于亚涛介绍，春节前
两天就通过微信群通知了团结村、齐心村、永远
村、白音村等四个村的村医，组织好自己村的务
工返乡贫困人员。本次服务对象为建档立卡务
工返乡人员，体检内容包括一般体格检查、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心电图、腹部
B超、胸透，对妇女增加了乳腺癌和宫颈癌检查
项目。

春节期间，共体检26人，26人签约了家庭医
生，查出相关疾病8人，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健
康教育指导和个体化健康教育。

科右前旗俄体镇

返乡农民工乐享“大礼包”

本报呼和浩特2月13日讯 （记者 刘洋）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政府获悉，2月4日至
2月 10日（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该区各景区
（点）接待游客79.6万人次。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 ，玉泉区各景区（点）接
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10.5%；实现旅游收入约
1150万元，同比增长17.3%。其中，本地游客占
绝大多数，多以探亲访友、周边游、自助游、亲子
游、文体娱乐活动为主。

据初步统计，春节长假期间，大召历史文化
旅游区、五塔寺、南湖湿地公园、蒙古风情园等多
个景区进行打折优惠，游客量明显增加；蒙古风
情园童趣冰雪乐园体验性娱乐性强，受到广大中
青年游客青睐；大召庙会节庆活动、文化惠民活
动更是精彩纷呈，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本地市民的
参与。旅游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无旅游安全
事件发生。

玉泉区

春节长假接待游客79.6万人次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正月初一一大早，通辽市开鲁县义和塔拉
镇炬福村村民周孝和老伴儿马凤侠把儿女们给
爷爷、奶奶和姥姥买的新衣服挨个帮老人们换
上。82岁的老母亲开心地说：“好看！”老父亲说
不了话，轻轻整理着衣领，点了点头。坐在炕沿
的岳母瞅瞅自己，再看看亲家母：“还是我的好
看！”一屋子人大笑地回应：“都好看、都好看！”

上午，周孝的家里开始热闹起来了，孩子们
陆续上门给老人们拜年，祝福长辈“福如东海，
健康长寿”！正在张罗午饭的周孝说：“正月初
一全家人都回来，年年如此，一大家子4代人50
多口人呐。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一定要让全家
人热热闹闹过大年，今年我准备的最丰盛，早已

备好了两口大肥猪、15只小鸡，老伴还蒸出了3
锅年糕豆包呢！”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周孝骄傲地说，
他有“三个宝”：父亲、母亲、岳母。

周孝今年 60岁，在兄弟 7人中排行老二。
他开玩笑说，也许是名字中有个“孝”字，他特别
有老人缘儿。刚结婚不久，当时在镇上粮库上
班的父亲无暇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便将二老
送到了周孝家。周孝将爷爷奶奶照顾得无微不
至，爷爷旧疾成疴，70多岁就病故了，奶奶活到
了84岁，无疾而终。

2004年，岳父去世了，马凤侠和弟弟妹妹商
议，不能让母亲形单影只地度过晚年时光。商
议的结果是，由老人自己选择去谁家。儿子家
在满州里，老太太嫌远，小女儿家生活负担重，
最终决定到宽厚老实的大女婿家。

如今，一晃14年过去了，岳母已经81岁，她
身体硬朗、性格开朗，喜欢到左邻右舍串门儿、
玩扑克。忙完屋里屋外的活计，安置好父亲母
亲，周孝和老伴每天都要陪岳母打上几通

“144”，哄她开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母亲相继被脑血栓

所累，父亲肢体无碍，却从此无法再张口说话；
母亲虽然耳聪目明，但一向干净利落的她，行动
不便、出入困难。2014年，周孝将父母接到了自
己家奉养。他说，大嫂身体不好，5个弟弟都有
公职在身，没有精力和时间照顾老人，只有自己
最合适。

“越活越精神了，现在二老的身体状况比刚
来的时候好很多。”周孝说，父亲曾经险些因心
梗而丧命，经过住院抢救和后期精心养护，竟然
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此后，父亲每天都要吃7

种营养心脏的药物。细心的周孝每次都一样一
样找齐，递到父亲手中，亲眼看他服下。“还是有
点糊涂，如果不经营，不是吃重了，就是落下了，
不看着不放心。”

母亲的活动范围有限，吃喝拉撒全在屋
里。老人脾胃不好，稍有不慎，就会闹肚子腹
泻，经常会拉尿在裤子上、褥子上。

3位老人，各有各的状况，但老伴马凤侠把
老人都侍奉得干干净净、利利整整。她说，多年
来，她们家买洗衣粉一直都是成件批发。

幸福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共性，那就是不计
较，且总是为对方着想。周孝的家庭就是这
样。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岳母，他考虑最
多的是想方设法让老人住得舒服、过得舒心；
在养老这件事上，老人在自己身边，那就是自
己的责任，从不计较其他兄弟姐妹该如何。多

年来，他们家从没因为赡养费问题出现过矛
盾。

尊老孝老是本分，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那
么爱别人的孩子便是无私。当年随岳母一起来
到周家的，还有她年仅14岁的孙女，“我弟弟的
孩子，不到1周岁时爸妈就离婚了，之后再没见
过妈妈。8岁的时候，她爸爸因为癫痫没了。”说
起侄女，马凤侠唏嘘不已。周孝对待这个侄女
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在他们爱的羽翼下，侄
女阳光快乐成长，并顺利考上了大学，明事理、
知感恩。

好榜样带出好家风。小女儿结婚之后就搬
回到父母身边生活，替周孝夫妇分担照顾3位老
人的重任；大女儿虽然离婚了，仍然为独居的婆
婆打扫卫生、陪床送饭；二女儿婚后一直和公公
婆婆共同生活。

孝老爱亲一家人

本报乌海2月13日电 （记者 郝飚）夏
季储热在冬季制热，冬季储冷在夏季制冷。新
春时节，记者在位于乌海市乌达区的乌海市绿
色生态农业产业园看到，5栋依托太阳能等自
然能源制冷制热的高科技温室已投入使用。
尽管此时室外气温已降至零下10摄氏度，其
它传统温室内的作物已停止生长，但在这种高
科技温室内，一颗颗西红柿依旧红彤圆润，长
势喜人。

负责该项目的内蒙古中泰绿能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泽锋告诉记者，这种温室采用的
自然能源智慧系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与传统
温室相比，可一年四季使温室的温度和湿度处
于适宜植物生长的范围。

在这排高科技温室的最前面，矗立着6块

巨大的具有冷热收集功能的稀土超导能量板，
正是这些能量板源源不绝地将热能和冷能收
集储存。据介绍，在春夏秋三季时，能量板吸
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热能，通过跨季节储能系统
将热能储存在位于地下的储能系统中，待冬季
时，提取储存好的热能，用于冬季供暖和全年
灌溉温水。反之，到了冬天，能量板利用太空
辐射收集冷量并储存，待夏季制冷使用。同
时，每个温室中还设置了一套先进的智能控制
系统，用于对温室内空气、灌溉水、土壤的温度
智能调控。

“系统运行后，乌海随即就迎来了持续一
周的寒流，室外最低温度达-23℃。而温室在
自然能源智慧系统保护下，室内温度始终保持
在16℃左右，达到了满足果蔬生长的最佳温

度，经受住了寒冬的考验。”胡泽锋说。
项目种植部经理邱建会介绍，在乌海等北

方地区，温度一直是制约温室植物生长的重要
因素，一般传统温室每年只能收春、秋两茬，要
是越冬种植则需要烧煤取暖，这一来提高了种
植成本也带来了污染。

“乌海地区传统温室亩产值最高3800多
元，依托自然能源的高科技温室则极大提升土
地利用率，提高农业产值，使每栋科技温室每
年可创造20余万元产值。”邱建会说，

接下来，乌海市将与该企业持续开展合
作，计划分阶段分批次将该市6000多亩传统
温室升级换代为高科技温室，拓展出更多精品
果蔬种类的运营经验，并开展专业化品牌化经
营，使乌海的农业产业焕发新活力。

乌达区有了冬暖夏凉的绿色储能智慧温室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高晓清

2月11日，记者走进杭锦旗阿拉腾图布希嘎
查贫困户尔定格日乐家，他兴高采烈地说：＂新
年期间，我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实现了！＂

以前尔定格日乐家住的偏僻，给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通村的油
路能稍微延长一些，距离他家近一些。如今，愿
望实现了。

2018年6月，阿拉腾图布希嘎查实施危房改
造项目，驻村工作队为尔定格日乐家申请了危房
改造，补贴 5 万元为他家建了 50 平方米的新
房。如今他已经搬进了崭新明亮的新家，厨房、
客厅、卧室各一间，家用电器齐全。“新家暖和、明
亮，住着也舒服！我们要好好奋斗，加油干，回报
党和政府的这份恩情呢！”妻子那顺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尔定格日乐家致贫原因之一就是夫妻两人
都患有慢性病，长期治病需要花费大额医药费。

“我的手术已经在银川做了，做得挺好，花了
4万多元，虽然是异地报销，也报销了90%、3万
多元，我花了1万多元，大大地减轻了我家的负
担。这几年我多次住院，都是‘先看病、后付费’，
入院时免交押金，出院时’一站式‘结算报销，只
需支付医疗费用的10%；在旗外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时，出院后在旗医保中心‘一站式‘结算报
销。2018年我住院共花费医疗费用6万多元 ，
报销了4万多元，彻底解决了我家看病花销大的
最大难题。平时吃药费用也在年底报销了，真是
托共产党的福啊！”那顺感激地说。

2018年，尔定格日乐家享受共1万元产业
扶持金，自筹1000元购买2头小牛；免费领2700
元肉羊种畜一只；免费领取3000元种公山羊1
只；享受少数民族扶持金1.5万元购买2头牛；享
受亿利资源集团扶持资金1万元购买母牛2头；
打深机井一眼，价值15万元；结对企业免费发放
价值800元猪仔一头；享受扶贫贷款5万元等；
同时参加健康体检、免费培训等其他优惠政策。

杭锦旗锡尼镇通过各项帮扶措施及巩固扶持
政策，使尔定格日乐家年纯收入达到23971.52
元，人均纯收入达11985.76元，已符合脱贫标准。

“经过一年帮扶，我家基础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再把病看好了，身体健康了，我家的日子会越
过越好！”那顺信心满满地说。

“日子越过越开心！”

本报乌海 2月 13日电 （记者 于海东）
自去年启动“大棚房”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以来，
乌海市海勃湾区强力推进，目前已有部分违规
项目由户主自动或有关部门强制清理完成。预
计到2月底，海勃湾区将全面完成“大棚房”清
理整治工作。

为确保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有序开展，海勃湾
区成立了由区长为组长、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
区农牧林水、国土、综合执法、镇及各街道办事处
等15个相关部门为成员的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清
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
排查工作措施、责任分工、实施步骤和完成时限。

为了加快进度，海勃湾区采取航拍与入户
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工作，把每个
村、每个企业的图打印出来分发到各组，工作人
员再以图找人深入到各企业及各农户家中填写
调查表。同时，要求企业提供设施农业项目审
批备案资料，努力做到设施农业企业一企一档、
农户一户一表。为确保“大棚房”清理整治专项
行动按要求落到实处，海勃湾区还不定期召开
会议推动，并先后从各部门抽调培训工作人员
100余人。

海勃湾区

强力清理整治“大棚房”

■图闻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周广鉴 摄影报道

正月初四，在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游客大厅，来自
海拉尔区的周全先生一行11人正在换滑雪装，租上单板、
双板和雪圈，各取所好，儿子带着爸爸，女儿领着妈妈，热
情高涨地要在雪场里放飞自我。

“从第一声爆竹响起，对新年旅行的期盼就变得愈发
热烈。”同行的刘海军先生的女儿刘迪脸上洋溢着喜悦，这
是她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假期：“除了滑雪，今年，我们的新
年之旅还包括参观历史遗迹，品尝农家菜，拍摄拜年视频
等，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的旅途，时间能慢一点儿走！”

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同行的几位家长都希望孩子
们在传统的中国年中增长见识。旅途中参观兴安岭中东
铁路历史遗迹，走进隧道观螺旋展线，看铁道边的炮楼残
骸，感受红色文化，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4个家庭，两代人一路欢歌笑语，孩子们掌勺为父母
做饭，给父母拜年。这个新年满满的亲情、温情，有了不一
样的年味儿。

不一样的年味儿不一样的年味儿

在滑雪场上欢欢喜喜迎新年。

孩子们掌勺
为 父 母 做 饭 。

李巴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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