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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本报记者 赵曦

5月1日，刚刚荣获第23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的吴云波意气风发。作为
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
嘎查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玛
拉沁艾力养牛专业合作社社长，去北京
领奖之前，他又来到厂房车间，跟技术
人员、工人、贫困户交流致富脱贫的好
路子。

望着大家信任的眼神，吴云波胸有
成竹地说：“脱贫攻坚需要实打实地
干，去年咱合作社纯利润 1050 万元，
总资产由 550 万元增长到了 4300 万
元，产业帮扶 132 户精准扶贫户全部
脱贫。今年，我们除了要继续做好
一、二、三产的联动配合，更要走绿水
青山的旅游生态发展之路，吸引外地
更多人学习咱们的产业脱贫模式，让更
多人脱贫致富。”

在内蒙古大地，成千上万像吴云波
一样的优秀青年，用实干和智慧、用热
血和汗水，在脱贫攻坚一线书写着青春
华章，激扬着青春的风采。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今
天，脱贫攻坚，是历史给出的命题，当仁
不让，青年必须争先！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自治区团委
认真贯彻落实团中央下发的《共青团投
身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意见》，全
团系统开展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输
送金融人才下基层、搭建农村青年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选派扶贫干部驻村入
户、组织大中专学生开展三下乡实践活
动、深化教育扶贫、建设希望小学、依托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服务
贫困地区……动员多种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

哪里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哪里就有
生动的脱贫实践。全区青年上下齐心
协力，在就业、异地搬迁、生态、教育、健

康等领域 ，无数青年满腔热情通过各
种途径参与扶贫工作，帮助一户人家，
教出一班孩子，带领一个村子，参与一
项公益……无数的奋斗汇成希望的洪
流。

在特色产业扶贫领域，无数像吴云
波这样的年轻带头人立足当地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采取“菜单
式”、企业或合作社带动、资产收益等方
式，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因村因户因
人施策，到村到户帮扶。

创新创业是青年的大舞台，既是共
青团系统开展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也
是内蒙古青年投身脱贫攻坚的平台。
誓为乡村换新貌的80后退伍青年闫靖
奔走在乡间村落，从电商做起，用知识，
用智慧，用创意，用辛苦，用恒心，把各
种土特产和水果生鲜搬上互联网，给农
村开辟出无限市场，帮助许多家庭实现
脱贫！

智志双扶，围绕本地的跨越发展和

青年成长成才的迫切需要，内蒙古青创
中心负责人斯日古楞和伙伴们争取更
多资源资金大力支持贫困地区青年创
业致富，多渠道为青年提供有效的创业
发展平台空间，帮助更多有志青年创业
就业 。

脱贫攻坚，青年干部一马当先。全
区各部门派出优秀青年干部，驻扎在乡
村，在这场战役中，扮演着脱贫攻坚“先
头部队”的角色，引导、凝聚、服务广大
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活动，让青春活
力与青春智慧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绽
放，起到良好的带动效果。

内蒙古农牧厅驻村帮扶青年干部
石泉说，我们青年人要在农村的广阔土
地上展现才干，在摆脱贫困的攻坚路上
找到人生方向。

站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历史起
点上，全区各族各界青年凝心聚力，以
奋斗的青春，在打赢脱贫攻战的进程
中，谱写着新时代的青春风采。

在脱贫攻坚战中激扬青春的风采

□本报记者 胡日查 实习生 陈殿武

“爱自己的孩子是本性，爱别人的
孩子是神圣”。在兴安盟突泉县突泉
镇双山村乡亲们的心目中，曾经驻村
帮扶的第一书记李珺就是这样一个
人。她在帮扶这个村期间，对父亲离
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的一对无依无
靠的姐弟，给予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母
爱，让面临辍学的姐姐婷婷得以继续
上学，用真情和爱心打开弟弟紧闭的
心房，李珺的爱人也申请从县里中学
调到村里的小学。这一事迹被广为流
传，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扶贫妈妈”。

2014年初，李珺从突泉县政府机
关下派到双山村任第一书记和关工委
主任。当她走进包联帮扶对象家中
时，看到的情景让她震惊：在一个破落
不堪的房子内，70多岁的老汉愁眉苦
脸，围着露着棉絮的破被蜷缩在炕头，
炕头下是50岁左右，目光呆滞、毫无
表情，患有精神病的妇人傻傻地痴笑；
而他们的儿子见到陌生人来了，从窗
户跳出去爬到院子里的大树上，十几
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缺条腿的眼镜
摇来摇去。

这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弟，姐姐
叫刘婷婷，弟弟叫王辅政，都瘦得像麻
杆似的。李珺对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
犹新：厨房灶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地
上一张污渍斑斑的桌子，整个屋子几
乎没处下脚。

而村党支部书记吕志的介绍，让
她的心揪成了一团：虽然村里指定商
店定期送米送油，由于女主人李淑香
不能理家，全家人过着饥一顿、饱一
顿，吃不像吃、穿不像穿的日子……

“看到这种情景，我感觉他们家的
问题不是靠几袋米、几个钱能救得了
的，它需要精神的给养，首先要给两个
孩子以希望和力量。”李珺说，她在3月
1日开学前，把婷婷接到自己家，领着
买了新衣服，配上眼镜，铺上新的床单
和被褥。

“今后，这就是你的家。我虽然不
是你的母亲，但我要像妈妈那样待
你。你有什么话，只管跟姨说，我怎么
对自己的女儿，就怎么对你。”17岁的
婷婷回忆说，李珺“妈妈”不但把自己
接到了家里，开学那天还开车送她去
学校。

安顿好了婷婷，李珺着手解决王
辅政的问题。 ■下转第3版

“扶贫妈妈”李珺

□本报记者 王晓 陈春艳
王玉琢

东风吹来，杨柳抽芽，乌审大地春
意盎然。

一座“书敖包”伫立在草原深处，蓝
色哈达随风飘动，偶有男女老少前来祭
拜祈福。

蒙古族素有祭敖包的习俗，祭祀之
时，为敖包置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何
不把祭书与祭敖包结合起来？当地牧
民阿拉腾毕力格和弟弟哈斯毕力格便
整理藏书，将书名仔细地刻在石头上，
垒起一座高高的敖包，名曰“书敖包”。

每年农历四月十三，从各地赶来的
蒙古族作家、文学爱好者、游客以及当
地牧民便会在书敖包前相聚，把刻有蒙
古文书名的石头添放在敖包上。著名
的蒙古族诗人、散文家席慕蓉便曾到此
祭拜，古老的祭书传统在当地就此逐渐
恢复。

敖包常有，而书敖包不常有。书敖
包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不同的书名，
涵盖了每一位乌审籍作者的出版物。
书敖包彰显出草原儿女对文化无限的
热爱，对文化人由衷的尊崇。渐渐地，
书敖包名气越来越大，区内外乃至国内
外的作者、读者把各种有影响力的著作
名字刻在石头上，从各地汇聚而来。目
前，书敖包上有刻着蒙古文书名的石头
3000多块，涉及古今中外各类书目。

以书之名，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在书敖包的旁边，3座漂亮的蒙古

包图书馆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馆内收
藏着大量的蒙古文图书，包括历史、教
育、畜牧业、法律和工具类用书，还有字
画和众多作家的原始手稿。作为《大藏
经》一部分的《甘珠尔》最早于清朝木刻
出版，现世界上仅存3套，其影印版即
收藏于馆内。还有《梅力更召蒙古文诵

经集成》《17世纪蒙古文历史文献脚本
集成》等珍品，《搏克传奇》《阴山殇》等
现当代蒙古族作家的所有文集，在此亦
能一睹为快。

图书馆并非政府出资建造，而要归
功于当地牧民阿拉腾毕力格和哈斯毕
力格兄弟。

“建图书馆用了很多钱，也遇到了
一些困难，但都是我们愿意做的。我是
经营牧家乐的，最初的想法就是给吃好
玩好的游客提供一个看书的地方。慢
慢地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
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阿拉腾毕力格
说，图书一部分是作家捐献，还有一部
分是自己联系出版社自费购买的。

兄弟二人是乌审旗的文化户，都爱
读书、爱收藏书。最初，家里只有3000
多本书，包括蒙古文典籍、中外名著及
上学时用过的课本。乌审旗地广人稀，
每平方公里居住不足10人，基层文化
服务工作很难开展。牧民能读到好书
的机会非常少，读过本民族文学巨著的
更是屈指可数，兄弟俩于是萌生了建造
蒙古文图书馆的想法。

眼看藏书越来越多，2010 年，阿拉
腾毕力格个人投资加上政府项目资金
在自家院子建起3座蒙古包和1500 平
方米的毕力贡仓（智库的意思），图书馆
和毕力贡仓蒙古文图书出版印刷博物
馆由此诞生。随即，他们又找来3000
多块石头，垒成了前文提到的书敖包。
一对普通的牧民兄弟，就这样让书香飘
进大漠，让蒙古族文化为更多的人所知
晓。

现在，毕力贡仓图书馆内收藏两万
余册蒙古文图书和400余册作家手稿；
毕力贡仓蒙古文图书出版印刷博物馆

藏有老式打字机、铅印工作台和印刷机
等，蒙古文图书史和印刷史由此可窥见
一斑。

在阿拉腾毕力格等人的带动下，乌
审旗的家庭图书馆、家庭博物馆越来越
多，传统文化正浸润着草原，也浸润着
牧民群众的心灵。

以馆之名，让草原文化拥有灵魂
走进蒙古秘史博物馆，展厅内 66

根 2米多高的景德镇仿元青花瓷柱蔚
为壮观。手工阳刻的蒙古文烧制于其
上，草原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
《蒙古秘史》找到了新的载体。此外，还
有书法长卷、丝绸绣、描金皮雕……形
态各异的《蒙古秘史》令人目不暇接。

从2001年开始，著名蒙古文书法
家包金山制作了主题唯一、载体多样、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完美结合的13种
《蒙古秘史》系列艺术品，总件数达
2531件。另外，馆内还有37幅蒙古可
汗肖像画、成吉思汗金币、元代花押、八
思巴文铜钱等211件文物以及与蒙古
族民俗文化有关的图书2万余册。“这
是一座以展示发扬民族文化为主，兼具
收藏、研究、阅览、教育、宣传功能的综
合性文化场所，对研究解读《蒙古秘
史》、传承发扬蒙古族文化，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蒙古秘史博物馆馆长阿希
达介绍说。

博物馆包罗万象，穿越时空，引领
人们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成为展示鄂
托克地区文化的亮丽名片。

在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矿物
厅内五颜六色的矿石引得参观者时时
驻足；地球厅借助声、光、电等现代技
术，生动演示着生命的衍进与发展；历
史民俗厅内的皮包骨法器、马鞍等实物

及雕塑、绘画，充分展示了边疆少数民
族的风土人情。这是目前中国西部最
大的县级地质类博物馆，自2012年建
成开馆以来，已成为鄂托克旗的文化地
标。

匈奴、突厥、党项、蒙古等北方游牧
民族在鄂托克地区繁衍生息，创造了举
世闻名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
化。早在《2009—2020 鄂托克旗文化
发展总体规划》中，就确定了以草原文
化为基础、蒙古族文化为主体、多元文
化为延伸，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
合，力求文化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相一致、与城乡建设相
统一的发展思路。

鄂托克旗在扎实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示范地区创建的过程中，提出
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自建”
的博物馆建设发展模式，并首次描绘了

“博物馆群”长远建设的蓝图，规划建设
了一批如地质遗迹、恐龙化石、珍稀植
物、民俗历史、科技文化等各类行业博物
馆和特色博物馆。在城镇牧区涌现了一
大批以民俗、摄影、剪纸、根雕等内容的
家庭小微馆，每个苏木镇都拥有了自己
别具一格的博物馆。博物馆进校园、进
企业、进社区、进牧村等活动方兴未艾，
科普游、学术游、研学游热潮一浪高过一
浪，鄂托克旗在发展博物馆经济的同时，
文化品牌也随之得以迅速推广。

以马之名，让游牧文化走向世界
“我不吃可以，马不吃不行。”
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苏布尔嘎

嘎查牧民纳仁达赖一句话，道出了对马
的无限喜爱。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美
誉，并有崇马的风俗习惯。育马、养马、
套马、骟马、驯马、驭马、赛马、烙印章、
打马鬃、制作马具……牧民的生活方式
世代沿袭，自然形成了非物质文化。

■下转第2版

万 紫 千 红 总 是 春
——鄂尔多斯市文化建设纪实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289

□本报记者 阿妮尔

贸易方式趋多元化、“朋友圈”不断拓展。“一带一
路”倡议6年来，我区外贸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商品、
资金、技术、人员流通日益增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深入
合作交流为我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2013年至2019年3月，我区
对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 3451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8.5%，占同期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下同）的63.5%。其
中，出口1172.3亿元，增长7.5%；进口2278.7亿元，增长
9.1%。进口、出口增速均显著高于总体外贸增速，对外
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8.2%。

6年来，我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开拓新的
贸易伙伴，对外贸易市场扩展迅速。截至今年3月底，已与
沿线55个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对西亚伊朗、土耳其，以及东
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国的外贸呈现出迅速增长态势。

6年来，我区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方式不断优
化，呈多元化发展。以边境小额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1553.7 亿元，增长 1.3%，占 28.6%；一般贸易进出口
1185.9亿元，增长18.1%，占21.8%；保税监管场所进出
境货物进出口480.5亿元，增长23%，占8.8%；加工贸易
进出口78.8亿元，增长36.3%，占1.5%。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商品品种增多，结构日趋
科学合理。6年来，对沿线国家出口商品以农产品、钢
材、机电产品为主，农产品主要出口至中东国家，而钢材
以其质优价廉的优势在东南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一
季度，三者合计占同期自治区对沿线国家出口值的
69.8%。进口以资源型商品为主，自沿线国家进口煤、铜
矿石、锯材等能源商品，一季度，三者合计占同期自治区
对沿线国家进口值的69.8%。

此外，民营企业也借着“一带一路”东风不断发展壮
大，在全区外贸中始终占据主力地位。6年来，民营企业对
沿线国家进出口2985.8亿元，增长8.8%，占54.9%。二连
浩特昊罡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龙
说，公司每天都发十多车洋葱、甘蓝等农产品运往蒙古国，
每年向蒙古国果蔬出口量达10多万吨，有几十个品种。他
说，二连海关于去年9月份开通对蒙农产品快捷“绿色通
道”，大大减少了通关时间，“每天早晨装车，海关在现场办
公，从装车到办完各种手续，基本上3个小时左右就能发
车。冷藏车10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乌兰巴托，基本上第二
天早晨，新鲜的水果蔬菜就能端上蒙古国人的餐桌。”

为积极推动自治区企业“走出去”，呼和浩特海关实
施“一品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自治区优势
特色农产品扩大出口。深化通关改革，优化监管服务，
以智慧海关建设为引领，辖区口岸全面建成职能卡口，
口岸通关进入“读秒时代”。推出“前置查验”“电子放
行”“互为一二线”等多项创新举措，助力中欧班列跑出

“加速度”。深入落实中蒙海关联合监管，启动中蒙海关
《载货清单》数据电子化传输，加快推动中蒙海关的“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大通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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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七彩大地
景区里的 800万株郁金香花争奇
斗艳。近日，2019 内蒙古花季旅
游暨内蒙古味道寻味包头启动仪
式在该景区举行，这是今年内蒙
古花季旅游推广活动的精彩开
篇，也拉开了全区文化旅游系列
活动的序幕。

活动旨在全面推动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化
旅游供给能力、综合效益和服务
质量，充分发挥旅游节庆活动的
巨大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内蒙古
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花季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