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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传承弘
扬“蒙古马精神”，作为第二届中国马
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
会的组成部分，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弘扬蒙古
马精神”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文学、
油画、雕塑、摄影、蒙汉文书法篆刻、少
儿绘画等六项作品征集展示工程已经
启动，并将于 2019 年 8 月分别组织举
办展览展示活动，现面向全球广大文
艺家、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进行征
稿。

一、指导思想和活动主题
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创作标准，聚焦传承弘
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
神，通过多种文艺表现形式，以“马”作
为创作表现主体，推出一系列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文艺精
品，全面展示马文化蕴含的弘毅、敢
当、仁厚、自敛、无畏、忠诚、刚烈、坚韧
的内在精神和品质，不断丰富“马文
化”和“蒙古马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汇
聚起“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
梦”的磅礴精神动力。

二、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内蒙古作家协会
内蒙古美术家协会
内蒙古摄影家协会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内蒙古网络文艺家协会
三、作品要求和征稿时间

（一）文学作品征稿活动
1. 体裁须为诗歌、短篇小说、散文

和网络文学，蒙汉文均可。其中，诗歌
每篇在 100 行以内，短篇小说、网络文
学 30000 字以内，散文 10000 字以内。

2. 每人投稿作品数量不限，但需
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过，无版权争
议，否则文责自负。

3. 稿件需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
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征稿时间
为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1
日。

（二）油画作品展览

1. 展览共征集作品 200 幅，分为
初评和复评。投稿作品装框后尺寸不
得 超 过 240 厘 米（高）× 200 厘 米

（宽）。所有投稿作品需报送作品照片
（限 10 寸）参加初评，投稿时间为启事
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逾期
不予接收。

2. 入围复评的作品，将由主办方
另行通知。复评入围作品原件交送时
间为通知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逾期不予接收。

（三）雕塑作品展览
1. 展览共征集作品 200 件，分为

初评和复评。投稿作品最大边尺寸在
200 厘米以内，重量在 150 公斤以下。
所有投稿作品需报送作品照片（限 10
寸）参加初评，投稿时间为启事发布之日
起至2019年6月10日，逾期不予接收。

2. 入围复评的作品，将由主办方
另行通知。复评入围作品原件交送时
间为通知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逾期不予接收。

（四）摄影作品展览
1. 展览共征集展览摄影作品 200

幅。投稿作者应确保系投送作品的实
际作者，保证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他
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合法权益。

2. 所有投送的摄影作品，黑白、彩
色不限，单幅、组照均可，投送作品件
数不限。每组组照限 4 至 10 幅，单幅
或一组组照为 1 件。参展作品电子文
件要求统一为 JPG 格式，长边为 120
厘米，每平方英寸 300dpi，精度为 8，
文件大小 3 至 8M。投稿起止日期为
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以收到稿件日期为准）。
3. 只限网上投送稿件。建文件夹

将所有作品及简要说明文档放置其
中，文件夹名称按以下顺序注明：弘扬
蒙古马精神-省、市（地区）-作者真实
姓名-联系电话即可，然后将文件夹打
包成电子文件压缩包，压缩包名称同
文件夹名称，发送至征稿邮箱。作品
简要说明要求 100 字左右，包括作品
拍摄时间、地点、事件等要点，以及作
者详细信息（作者真实姓名、单位、职
业、通讯地址、邮编、邮箱等）。作者姓
名一律不得标注在作品正面。

（五）蒙汉文书法篆刻作品展览
1. 展览共征集展览蒙汉文书法篆

刻作品 200 幅。投稿作品蒙古文和汉
文书法篆刻作品均可，均系本人原创
作品。

2. 作品要求以马为主题的历代诗
词佳句、文赋等为创作内容，自作诗词
尤为欢迎。风格、书体不限。不超过
六 尺 整 纸（180cm × 97cm），一 律 竖
式。篆刻作品请粘贴于四尺或六尺竖
式对开宣纸上，不少于六方，两方需附
边款。投稿作品要求在背后右下角用
铅笔正楷注明姓名、性别、常用通讯地
址、邮编、手机号码。草书、篆书、篆刻
作品需另纸附释文。

3. 限于人力，未入展作品一律不
予退稿。截稿日期为自启事公布之日
起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截止。

（六）少儿美术展览
1. 展览共征集展示少儿美术作品

200 幅。分为幼儿组、小学一组（1-3
年级）、小学二组（4-6 年级）、初中组
四个组别。本次征稿作品的绘画表现
形式不限，但不包括雕塑、手工制作、
书法、电脑制作及影像类作品，作品尺
寸不超过 60cm×60cm。

2. 投稿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作品，
严禁辅导老师或家长直接参与作品创
作。严禁使用高仿、抄袭、复制作品参
评。

3. 征稿分为初评和复评。所有投
稿作品需报送作品 10 寸照片（每人限
投一件作品）参加初评，投稿时间为启
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逾
期不予接收。作品照片背面需填写展
览组别、作品题目、作者姓名、法定监
护人姓名及联系电话、详细地址及所
在教育机构。复评入选作品由承办方
通知作者法定监护人寄送作品原件参
展。原件交送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截止，逾期不予接受。

四、投稿方式和咨询方式
（一）文学作品征稿活动
投稿邮箱：b4922826@163.com
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机场南辅

路 5.5 公里处内蒙古作家协会
邮编：010011
联系人：斯日古冷、魏杰
电话：0471—4965313、4922826

（二）油画、雕塑、少儿美术作品展
览

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
华东街 20 号内蒙古美术馆

邮编：010010
咨询：于江（13804711780）
收件人：梁秋红（15352848596）、

额尔敦吐（13327120729）。
电 话 ：0471- 6961775、6268986

（传真）。
（三）摄影作品展览
邮箱：nmgzzqsyjxh@163.com
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

20 号（内蒙古美术馆）
邮编：010010
联系电话：0471-6288720
咨询：乌拉汗（13019509267）
收件咨询：边云霞

（18647963291）
（四）蒙汉文书法篆刻展览
作品请用顺丰或邮政特快专递方

式邮寄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南

辅路 5.5 公里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邮编：010011
收件人：马静
联 系 电 话 ：0471—4915341、

13654811724
请在信封注明“弘扬蒙古马精神”

字样，截稿时间以当地寄出时间或邮
戳为准。

五、作者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1. 文学作品征稿中的优秀作品一

经采用将在知名刊物、杂志及网络平
台 发 布 ，并 随 即 按 有 关 规 定 支 付 稿
费。各项展览征集到的优秀作品将由
呼和浩特“中国马文化展示中心”永久
收藏，主办方将向优秀作品的作者支
付收藏费。未收藏的其他入展作品由
主办方负责退件，主办方承担相关运
输费用。

2. 主办单位对各项展览入展作者
颁发作品入展证书和作品集。

3. 主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
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六、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
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通知的各项规
定。本征稿启事有未尽事项，由“弘扬
蒙古马精神”文艺精品创作工程组委
会负责解释和协商处理。进一步详细
征稿事宜请参阅内蒙古文联网站及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

“弘扬蒙古马精神”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文学、油画、雕塑、
摄影、蒙汉文书法篆刻、少儿绘画作品征集展览活动征稿启事

□本报记者 梁亮

为进一步加强对主要污染物排放严
重超标重点排污单位的监管执法，近日，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按照生态环境部工作
要求，创新管理手段，充分利用微信服务
技术，在全区范围内建立各盟市生态环
境局企业微信账号，为重点排污单位和
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实时推送在线监控严
重超标排放数据。同时，还建立重点排
污单位污染物超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工
作机制，通过“一级预警、两级约谈”，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目前，我区2018年挂
牌督办的7家企业中，5家按期完成整改
解除挂牌督办，其余 2 家已通过现场核
查，将于近期解除挂牌督办。今年以来，
我区严重超标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无挂牌督办企业。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通过调研，在
创新监管上找准突破口，组织各盟市建
立重点排污单位、执法监管机构、在线监
控机构为一体的超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
机制。各盟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微信平
台，将小时和日均浓度超标数据实时推
送给企业主要负责人、属地生态环境部
门相关责任人，倒逼企业和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和监管责任。各重点排污单位发现日

均值、小时值超标现象后，立即查找原
因进行整改，必要时采取限产、停产等
有效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旗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明确重点排污
单位具体监管责任人，及时了解企业
小时均值数据超标原因，督促企业采
取有效措施，实现达标排放情况。

据了解，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超
标排放预警联动监管工作机制可以行
之有效的促进责任落实，主要做法是

“一级预警、两级约谈”。一级预警是
指各盟市生态环境局按照污染物超标
排放情况及时做出预警通报，重点排
污单位污染物日均浓度值出现超标现
象的，次日向其下达预警函并抄送旗县
级生态环境部门。两级约谈是指重点排
污单位每月污染物日均浓度累计超标3
天的，盟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相关负责
人对重点排污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企业环
保具体负责人及环保专工进行约谈；重
点排污单位每季度日均浓度累计超标9
天的，盟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约谈超标
企业所在旗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
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并将相关情况
上报盟市行署（政府）。同时，旗县区
生态环境部门严格落实约谈要求，根
据实际情况实施按日连续计罚、限产
停产等措施。拒不改正的，报请属地
政府批准，责令企业停业、关闭。

我区实现重点排污单位
超标排放数据实时推送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内蒙古整改进行时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内蒙古整改进行时

本报兴安 5 月 2 日电 （记者 胡
日 查 高 敏 娜）4 月 30 日 上 午 9：45
分，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好森沟林
场发生森林火灾。

由于火场海拔为 1700 余米，山高
坡陡，地形复杂，腐殖质层较厚，火场
风力达 8 级以上，加之突起的极端沙尘
天气，给扑救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

火灾发生后，兴安盟森林草原防

火指挥部及阿尔山市森林草原防火指
挥部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
组织扑救工作。内蒙古兴安盟森林消
防支队官兵和五岔沟林业局、白狼林业
局、阿尔山林业局快速扑火队员紧急赶
赴火场一线，全力实施扑救，火场外围明
火于当日基本扑灭。目前，正在对火场
内余火和零星火点进行逐一清理，无人
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兴安盟阿尔山市好森沟林场发生森林火灾

■上接第 1 版
“育马，要慢慢积累选优育良的眼

力与经验，选出适合跑马或者走马的
苗子；养马，要会观察草场，注重马的
饮食，保障马健康成长及草场生态平
衡⋯⋯原生态马文化那达慕是检验马
主人马文化深厚与否的重要时刻。”作
为第二代鄂尔多斯原生态马文化传承
人，纳仁达赖说起马文化来头头是道。

41 岁的纳仁达赖是土生土长的蒙
古族，祖辈世代养马，本人精通养马、
驯导鄂尔多斯走马和跑马、打马鬃、骟
马、烙印章与制作马具。在他眼里，马是
亲密的伙伴，策马奔腾或者协同作业人
马合一的过程，令人十分享受。“马是有
灵性的。”纳仁达赖说，“有什么烦恼，就
想骑上马出去跑一圈，回来啥都好啦！”

自 2011 年担任苏布尔嘎原生态
马文化协会会长以来，纳仁达赖积极
组织会员参加鄂尔多斯各地的那达慕
大会，获得了很多奖项。从 2015 年开
始，嘎查每周举行赛马，至今大小比赛
已超过 200 次。

2017 年，“鄂尔多斯马文化”项目
被列入第五批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马曾经是重要的交
通工具，随着时代变迁，其价值得到重
新发掘与审视，成为全域旅游项目中

极具发展优势的一项产业。每年旅游
旺季，该协会组织养马户为游客提供
骑乘服务，收入可达 80 万元；卖马鞍、
马奶等收入约 10 万元。纳仁达赖自制
马鞍一千多套，全是订单式销售。协会
33 户 90 口人，仅靠马文化一项，人均
年收入就达 1.5 万余元。

1 月 15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公示了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全国175个乡镇
入选，乌审旗民间艺术“走马”位列其中。
乌审旗是“乌审走马”发源地，以切磋技
艺为主的“马文化独贵龙”等民间组织应
运而生，走马文化在全国独树一帜。

作为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尔多斯马文化正走出草原、走向全
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记者手记：
沐 浴 着 和 煦 的 春 风 和 明 媚 的 阳

光，我们走进天骄圣地—鄂尔多斯，倾
听动人的那达慕传说，观看精彩的鄂
尔多斯婚礼⋯⋯体验和领悟这里博大
精深的文化底蕴。

体味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探寻
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春天赶赴一
场心灵的约会。作为忠实的记录者，在
管窥蠡测的努力中我们完成了一次自
我净化、自我充实。

万紫千红总是春

游客参观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本报 5 月 2 日讯 （记者 赵娜）
日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开展的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系列活动在内
蒙古展览馆举行。

活动现场，文旅厅系统 200 多名
团员、青年干部和其他院校学生共同参
加了集中签名宣誓、观看红色电影、听身

边典型宣讲等系列活动，聆听受邀参加
活动的优秀青年代表讲述青年的远大理
想和脚踏实地的奋进故事。在场青年纷
纷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努力奋斗圆
梦。活动中，大家还集体参观了中华文
化先贤新影像展和五月赞歌——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72周年图片展。

自治区文旅厅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张二玲削了 14 颗大土豆，又拿出
白菜、豆腐、粉条，准备给外出放羊的丈
夫和 3位患有精神病的聋哑小叔子做午
饭。这是她自打19岁结婚以来，42年从
未变换过的营生，但不是唯一的活儿。

结婚前，她除了放羊，就是给家人
做饭；结婚后，她除了做饭，还得种地、
养牲畜、洗衣、伺候老人、抚养孩子。

张二玲是包头市石拐区白狐沟街
道脑包沟村村民，今年 61 岁。

脑包沟村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村
民们搬的搬，走的走，仅留下的几户人
家还撒落在不同的沟。在圪臭沟畔，一
栋红色砖房成为这里最显眼的风景。偶
尔的鸡鸣，不时的羊咩，还有一天 3 次的
炊烟，昭示着这户人家的生活气息。

从窑洞到土房，从土房到砖房，变
换的是张二玲的居住条件，不变的是她
从早到晚做不完的营生和这条从未离
开过的沟。

她说：“我从懂事起，每天就跟着父
亲放羊，中午和晚上还得抽空回家做
饭，八九口人的饭，可累呢。”

19 岁那年，在父母的撮合下，她与
本村村民王元海结了婚。她知道，王元
海上有重病在身的父母和 3 位无子女
的叔叔，下有 3 位身患精神病的聋哑弟
弟，婚后的负担不言而喻。但她没有计
较这些。

婚后，她生了 3 个娃，这样，全家十
几口人的家务就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自己有病在身。
说起做饭，大儿子王飞告诉记者：

“我们家一年至少吃 30 多袋白面，十几
袋大米，一日三餐，一顿也不少，仅做饭
就把我妈累得够呛。”

婆婆得了尿毒症，是她屎一把尿一
把伺候到老；3 位叔叔卧病在床，是她悉
心照料，养老送终；而那 3 位患有精神
病的小叔子还经常互相打架，她时不时
地充当劝架“先生”。

“我这 3 位叔叔很不省心，只要一
顿饭做得不合他们的口味，就打我妈。”
二儿子王飞云哽咽地说。

而在娘家那边，张二玲同样孝老爱
亲，从未耽误。父亲得了脑血栓，又跌
断了腿，她得伺候；母亲得了风湿病，不
能动弹，她得伺候；姐姐得了癌症，她得
伺候；弟弟脑出血，她得伺候，所有的这
些娘家人她都做到精心伺候，养老送
终。唯一没能得到她伺候的就是疯了
20 多年的妹妹。

她说：“我妹妹嫁到了鄂尔多斯，我
又一天也不能离开家，要不那 3 位小叔
子吃甚？喝甚？”

为了小叔子，她忍辱负重，经常在
夜深人静时，悄悄落泪；为了小叔子，她
省吃俭用，从来不给自己买一件像样的
东西；为了小叔子，她不敢离开家门，生

怕他们吃不上，又怕他们冻着⋯⋯她一
生唯一出过一次门，就是去年到 100 多
公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去领自治区道德
模范奖，这也是她第一次坐火车。

说起那次去领奖，她好奇地问：“火
车怎么那么稳？杯子里的水一滴也撒
不出来。”“呼市的楼那么高，砖是怎么
垒上去的？”

不能去伺候妹妹，她一生自责；丈
夫的心脏放了 3 根支架，所有的重活儿
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而自己的脑梗
病越来越严重，却顾不上去医院治疗。
每天，她只靠这双完全变形的手和不能
长时间站立的腿，在支撑着这个家。

是什么让这位身高只有 1.5 米的弱
女人无怨无悔地坚持了这么多年呢？

“我没念过一天书，不懂得大道理，
但我知道，作为子女，就得对父母负责
任；作为儿媳妇，不仅要对公婆负责任，
还得对丈夫负责任；当了母亲，就得对
娃娃负责任吧。”

责任，是张二玲对人生最简单、最
淳朴的认知，也是她这些年不变的坚
守。

女儿王飞燕说：“我妈就一根筋，一
辈子只认一个理，从来不为自己着想。”
她举例说，母亲一生没有给自己买过一
件新衣服，但 3 位叔叔的衣服她都是随

着季节给换新的。
丈夫王元海说，三弟的胳膊被车撞

断了，她先后借了 8 万元给做手术；四弟
得了胃穿孔，她又借了 2 万多元给做手
术；而她自己得了病，怕花钱，不去看。

累了，她在炕上躺一会儿；病了，吃
几片止疼药；营生不能耽搁，家务无人
替代。就连一句“谢谢”的话，她从未听
到过，唯独让她欣慰的是，3 个子女都已
成家，也对她都很孝顺。

大儿子王飞说：“母亲从来没有给
我们讲过什么是爱，什么是担当、责任，
但从她的身体力行，我们都懂了。”

烩菜做好了，馒头蒸熟了，早已围
坐在饭桌旁的 3 位小叔子不停地敲打
着碗筷。张二玲一瘸一拐地把菜端上
来，又用筷子给他们一个一个夹馒头，
看到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张二玲的眼泪
缓缓落下，“万一我哪天做不动了，他们
怎么办？”这是她最大的担心，也是她挥
之不去的牵挂。

张二玲用一生的精力书写孝老爱
亲；用一生的坚守诠释道德与责任。她
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做下去。”

小姑子王玉英说，没有大嫂，就没
有这个家。

邻居贺玲玲说，张二玲是我们全村
人的榜样，我们都以她为荣。

石拐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翔说，她
是新时代的楷模，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典范，值得每个人学习。

大爱，在圪臭沟绽放；灵魂，在平凡
中洗礼。无私奉献，无畏坚守，张二玲
无怨无悔。

张二玲：42年坚守的是什么？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
是在今年的劳动节这天，在阿巴嘎旗别
力古台镇一条小街道的名叫图如其蒙
餐馆里，环卫工人们却吃到了一顿香喷
喷的免费午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海日是该旗别力古台社区自主创
业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开了一家蒙餐
馆。在“五一”劳动节日益临近的时刻，
她想请全旗的环卫工人们吃一顿免费
的午餐，以此表达对辛苦劳动的环卫工
人们的敬意。

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也得

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为了
腾出地方招待环卫工人，劳动节前夕，
细心周到的海日在朋友圈里发出告知，
5 月 1 日不接待散客。

5 月 1 日一大早，海日的亲朋好友
和社区工作者们闻讯赶了过来，帮助她
备餐。临近中午，每桌摆上了一盘糖、
一盘西瓜、两道凉菜、一道特色烩菜、一
盘烧鸡，主食有蒙古包子、大米饭，还有专
门熬制的奶茶⋯⋯海日和亲朋好友们端
茶倒水招呼着环卫工人们要吃好、喝好。

由于店面很小，坐不下这么多人。
海日就告知环卫工人分批来。这拨人
吃饱吃好走了，紧接着再来一批人。就
这样，这一天里，海日招待了 50 名环卫

工人，让他们吃到了一顿香喷喷的爱心
午餐。

一位名叫贾三维的环卫工人说，
“自打我干环卫清洁工作以来，还是第
一次吃到这样的爱心午餐，让我感觉到
了满满的正能量。”

夕阳的余晖照进这个小小的餐馆
里，几个帮忙的年轻人也不像先前那样
嘻嘻哈哈的，现在都悄无声息累得不想
说话了，但是他们手中的活计还没停
下，有的把餐馆门脸儿上的横幅摘下卷
起来，有的在收拾餐桌上的杯盘碗筷，
有的在扫地拖地。而海日还是照旧满
脸笑容地迎来送往着。

“她是我们社区的一名党员，平时

店里再忙，也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和学
习，从没有耽误过党日活动，是个敢想
敢干、乐观快乐的青年。她诚信经营，
在创业初期很艰难，可她的心里更关心
的是那些弱势群体，她这种善良的美
德，让我很敬佩，我们也一直琢磨着扶
持她扩大规模。”别力古台社区党支部
书记罗凤涛说。

虽然整整累了一天，但海日却感觉
很快乐。她平淡地对记者说：“作为一
名新时代年轻人，这样做是应该的，这
是我们的责任。”

当晚，海日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写
下了一句话——“祝环卫工人叔叔阿姨
们劳动节快乐！”

免 费 午 餐 表 敬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