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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东

刘丽芬是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化验室主任，25年来，她和同事们用
青春和汗水浇筑出蒙西水泥这个“内蒙
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品牌。2015 年，
刘丽芬放弃了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去北京
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机会，为了热爱
的事业，当工作与荣誉冲突时，她选择了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她能这样做，缘于她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也源于她骨子里的责任担当。

1994 年，刚从水泥专业毕业的刘
丽芬被分配到专业不对口的陶瓷厂工
作，志在水泥行业的她，竟然放弃这份
环境舒适清闲的工作，辗转来到当时
偏僻荒凉且初创的蒙西水泥厂。软磨
硬泡后领导留下了她，从此，她暗下决
心：“蒙西的起点就是我的起点，一定
要做无悔的事业。”

她的拼劲在蒙西水泥公司人尽皆
知。企业初创，派她和其他职工去大同
水泥厂学习技术。但在那里，他们这些

徒弟只被允许看，不让实操，根本学不到
技术。这可把刘丽芬急坏了，于是，她申
请上夜班，因为她发现夜班管得松，可以
上手操作。5个月下来，她掌握了水泥化
验真功夫。

为了精通技术，刘丽芬在蒙西水泥
公司化验室的每个岗位都干过，当技术
员期间，为了熟悉每个关键点，她8小时
都盯在生产现场，由于负压较大，每次现
场取完料，她都变成了谁也认不出的“水
泥人”。为了验证出库配比的准确性，要
爬到 25 米高料塔上测量空尺。为了确
保出厂水泥质量稳定性，每天12点以后
下达完所有品种水泥出库通知单她才睡
觉。当时，很多男同事都说，这个姑娘坚
持不了多久就会离开这个岗位。但让他
们没想到的是，她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对
内对外的沟通、协调井然有序，得到了领
导一致好评。

凭着这股子拼劲儿和钻劲儿，刘丽

芬自学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在她任物理
组组长期间，通过严格的技术管理，使公
司在与国家质检机构对比检验中，连续
多年对标及抽查合格率达到100%。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降耗号召，刘丽
芬研发了机场跑道专用水泥，完成了高
钙粉煤灰、铬渣作为矿化剂生产熟料的
基础性试验，成功利用硅废石、铁矿石粉
末2种工业废渣替代2种原料生产熟料，
直接降低了水泥的生产成本，并取得了2
项专利。2015年，她还利用火电厂排放
的高硫粉煤灰生产道路基层专用水泥，
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2018年 4月，她荣获了自治区

“北疆工匠”荣誉称号。
2018年 3月，刘丽芬用不懈的拼搏

赢得了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她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与全国各地的代表共商国是，终于圆了
自己的梦。

她用拼劲儿和钻劲儿成就无悔的事业

爱国情 奋斗者

本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5 月 6 日至 8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杨伟东到兴安盟调研，强
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心组织开
展“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推动各
级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地干事创业谋发
展；要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为
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杨伟东强调，要织密建强党的组
织体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

政治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有效落实
重大部署，更好服务人民群众，不断
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要聚焦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任务落实，进一步夯
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班子、强责任、
强 作 风 ，确 保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做 到 哪
里，基层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要
狠抓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既要盯着显
性问题改，又要对着隐性问题改，大
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加强乡
村干部教育培训，持续发展壮大嘎查
村集体经济，确保实现真正摘帽、高
质量脱贫。

杨伟东在兴安盟调研时强调

解放思想 凝心聚力
着力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李存
霞 毛锴彦）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1 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提高
灾 害 防 治 能 力 ，构 筑 生 命 安 全 防
线”。为进一步开展防灾减灾活动，
推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
发展，5 月 8 日上午，2019 年内蒙古自
治区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呼
和浩特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自治区应急
厅、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地震局、内
蒙古消防救援总队、内蒙古森林消防
总队、自治区红十字会、呼和浩特市蓝
天救援队等各有关单位在现场布置展
台展板，发放各类科普宣传材料，现场
进行了应急装备、设备演示及各类防
灾减灾宣传活动。

前来参加启动仪式的市民郝平生
说：“今天，我在现场观摩了心肺复苏
等应急救护技术演示，看到了很多救
援设备，学到了各类防灾减灾知识，有
助于提高我们的自救互救能力，希望
今后这样的宣传活动能多多开展。”

据悉，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全区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2018
年共新建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25 个，下拨救灾资金 2.8 亿元，救灾物
资 4.2 万件（套），330 多万群众受到防
灾减灾教育。通过此次防灾减灾宣
传周活动，将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宣
传，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提升实战救援技能，最大
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

2019年自治区防灾减灾宣传周
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前不久，记者在李明的带领下，从
他家驱车来到“八百亩”。一下车，老人
背着手，像是在检阅，不时抬头看看树
冠、伸手摸摸树干。“不知道为啥，过来看
看、转转，心里才踏实！”李明说，不管这
林子是谁的，只要他在这里住，就一定会
多照看一眼，有草有树，环境才会好。

李明今年 72 岁，通辽市开鲁县建
华林场退休护林员。虽稍有驼背，但老
汉结实硬朗。自从 1983年当上护林员，
就在这片重叠着他无数脚印、浸透着他无
数汗水、远离人烟的土地上坚守，一守就
是36年。

36 年前，建华林场在沙坨地上造林
1.3万多亩，需要一个责任心强的人护林，
曾被场部评为“劳模”的李明一报名即成
为不二人选。第二天，他就带着妻子和残
疾儿子、锅碗瓢盆来到了离家 5.5公里的
护林点。回想起当年的不易，李明说，比
孤独更苦的是吃水难、烧柴难、吃菜难。

“沙沼地井打得浅，压一桶水出来至少需
要10分钟，水浑浊的根本没法直接吃，得
沉淀，一连好几年，吃水就像吃油一样金
贵，后来打的井深了，用柴油机抽就不那
么费劲了，但妇女摇不动机器，每天我出
门之前得把水缸装满，沙沼上没有可做烧
柴的东西，我们只能捡牛粪。”

不管多苦多难，李明对护林员这份

责任看得比命都重。“树是国家的，领导信
着你了让你看着，那就必须得看好。”李明
说，当时散放的牲畜多，小树最怕牲畜祸
害，所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起早贪黑，
他每天坚持巡林3至4遍，方圆30里地的
树林，每骑马巡逻一遍至少需要 3 个小
时，每天在野外巡林的时间累计超过 12
个小时。他这样的工作习惯，一直坚持到
退休，巡林里程足足有百万里。

他像卫士一样，悉心守护着每一棵
幼树一天天长高、变粗，却无法尽到一位
父亲的责任。除了把残疾长子留在身边
照顾，另外 3 个孩子因为要就近上学，都
寄养在了亲戚家，小学在一家、初中再换
一家，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让孩子们都
没读到高中毕业就相继辍学务农了。李
明说，作为一个父亲，没让孩子接受良好
的教育、给他们美好的前程，这是他这辈
子最为遗憾的事。

虽有遗憾，但他从没后悔，即便在最
艰难甚至遭遇危险的时刻。当树木渐渐
长大成材，盗伐者也就多了起来。1991
年夏，李明在巡林时发现了一些捆好的树
条子，料定是偷树者没来得及运走的。天
渐渐黑下来，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到

来。他想，要下雨了，偷树者一定会在这
样的天气里来运树条子，宁肯挨浇也要把
盗贼捉住。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大雨却伴
着大风不期而至。突然，一个个硬邦邦的
东西砸在头上，令他一阵眩晕，等缓过神
儿来才知道，原来是下起了乒乓球大小的
冰雹。情急之下，他赶紧爬到一棵茂密的
树上躲避，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李明终于
在半夜 11点多等到了盗贼，连车带人把
盗贼送到了场部。

因为李明太认真，没少挨骂，甚至挨
打。一次，他把盗伐者逮了个正着，那人
与李明商量：自家盖房子需要几根檀木，
只砍几棵，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放他走得了。李明紧紧抓着
他的骡子车纲绳不松手：“我当护林员一
天，就别想从我眼皮底下把树弄走！”恼羞
成怒的盗贼把李明一把摁倒在地，用手死
死掐住脖子，雨点般抡起了拳头，边打边
说：“树又不是你家的，那么认真干啥，看
你还敢不敢假正经了。”李明被打得额头
出血，头晕目眩，胯部疼了好几天。盗贼
最终还是被他送到了派出所。

李明护林 30 余年，虽然每年总能
抓到三五起盗树的，但从没发生过大宗

失窃。
说起李明，老伴儿曹凤梅既佩服，

又心疼。据她讲，在李明之前有 3 个年
轻护林员，没干几天就因为太艰苦撂挑
子不干了。李明带着她和儿子在透风
漏雨的破屋里住了整整 5 年。“外面下
雨屋里也下，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屋
里总是有散不尽的潮气、霉味儿，场部
不让剪枝，他就真的一根儿不动，没有
烧的就去捡牛粪。巡林经常好几个小
时都不回来，担心他骑马摔了、跟踪偷
树的被狗咬了或是和人打起来了，要不
就是病了，反正是净往坏处想。提心吊
胆的日子过了 30 多年。”

期间，树更新了三茬，场领导换了
10 任，但李明从没抱怨过苦，从来不说
累，更没有说过不干。只是说，一心一
意守好这里的一草一木，就是他的责
任。直到 1988 年，场部为他们盖上了
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到 2010 年，林场为
他们通了电、打了深水井，老两口看上
了电视，也终于告别了靠煤油灯和蜡烛
照明、吃土井水的日子，接触到了荒野、
树林、庄稼以外的世界。

2014 年，李明退休了，他守护的树
林也都承包给了个人。按理说，他可以
拿着每月 3000 多元的退休金，离开这
远离人烟的地方了。但他对这片守护
了半生的老林子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三天两头就会去一趟“八百亩”，一转悠
就是 3 个多小时。

36年坚守林场“不撤退”

本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5 月 8 日，内蒙古农牧通——农牧
业生产技术咨询服务系统启动。有问
题找专家，成为解决农牧民生产问题
的一个重要途径。

内蒙古农牧通由自治区农牧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蔬菜研究所、畜
牧研究所、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所、特
色作物研究所、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农畜产品加工研究所、动物营养
与饲料研究所、草原研究所等多个部门
提供主要技术支持，用户只需要简单地

通过手机拍照，系统就可分析出是什么
作物，并对作物进行详细介绍，目前该
功能的准确度可达98%以上。

据介绍，该系统能够为农牧业生
产者提供一对一的农技服务，随时随
地解决栽培、养殖、虫害、病害等各类
农牧业生产问题，真正成为生产者身
边的农业专家。目前，内蒙古农牧通
共有专家 176 位，其中农作物专家 116
名、畜牧业专家 60 名，多名专家擅长
多个领域；有技术成果 159 条、知识库
360 条。

内蒙古农牧通启动

本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宋爽）5
月 7 日下午，民革内蒙古区委会在呼和
浩特举办 2019 年首场专题讲座。

内蒙古党校马桂英教授应邀作了
题为《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
力 守好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的专题报告，从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原

文、重要意义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将原
文进行了细致梳理、系统解读，讲座理
论性、针对性都很强。

会议要求，民革内蒙古区委会各
级组织和广大民革党员要全面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到
全员学习、学深悟透，要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指导工作实践，为民革内蒙古区委会
咨政建言筑牢根基，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民革内蒙古区委会
举办2019年首场专题讲座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8 日讯 （记
者 郑学良）日前，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纪委监委获悉，截至 3 月底，该市纪委
监委在全市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工作
中，累计受理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线索 56 件，立案 7 件，结案 24 件，处
理 49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38 人，组
织处理 11 人，移送司法 1 人，通报曝光
典型案例 2 批 2 起。

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
责人介绍，2019 年全市民生领域专项
整治工作启动以来，该市纪委监委把
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与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整治行动、“四官”问题专项
整治、“放管服”改革、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等重点工作相结合，紧紧围绕涉及
民生的项目分配、审批、招投标和验收
等环节违规操作、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问题，对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房屋交易、征地拆迁、交通出
行、民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城

市管理、市场监督及司法诉讼等涉及
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认真分析研究梳理，细化整治措施，充
分运用“231”工作模式，确保措施对
症、监督精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31”工作模式包含“两清单、三
公开、一承诺”，即：建立“职权清单”和

“突出民生问题清单”，要求相关职能
部门认真梳理本单位、部门与民生相
关的职权清单，不涉及民生领域整治
的单位要上报情况说明，针对梳理出
的 民 生 问 题 建 立 问 题 台 账 、整 改 台
账、监督台账，确保民生领域专项整
治 工 作 落 到 实 处 ；公 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公开民生相关办事流程、职能职
责，公开“民生实事”承诺成绩单；各
地区、职能部门 2019 年底要实现“民
生实事”承诺，印发“民生实事”民意
测评表，并列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
核内容。

呼和浩特市在民生领域
专项整治中处理49人

本报 5 月 8 日讯 （记者 石向军）
日前，阿里巴巴在北京举行“2019 脱贫
攻坚公益直播盛典”，来自内蒙古、河北、
新疆、青海、河南等省市区的 14 名贫困
县干部现场上直播，与淘宝网红主播共
同推介家乡特色农产品。兴安盟大米当
晚卖出 220 吨，敖汉旗小米、河北保定香
酥脆枣卖出 1 万份。带动贫困县农产品
销售超 10 万件，销售额超 300 万元，平均
每分钟卖出农产品超 16000 元。

本报呼和浩特 5 月 8 日讯 （记者
皇甫秀玲）5 月 8 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新
区正式对外发布形象 Logo 标志，今后，
这一形象标识将广泛应用于和林格尔新
区对外宣传等各项活动中。Logo 标志
由 20 个圆点排列组成扇形，中心部分呈
字母“H”形，代表和林格尔英文首字母，
有合作、融合、互联、和谐之意；配色呈由
绿到蓝渐变效果，饱含天蓝地绿的草原
文化特色；标志上的 20 个圆点寓意和林
格尔新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引领
发展，努力建设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活力
迸发的重要载体，打造改革创新重要平
台的战略定位。

本报鄂尔多斯 5 月 8 日电 为扩大
交通安全声势，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近日，伊金霍洛旗在辖区所有收费站装
配和运行交通安全宣传小喇叭，将原创
的交通安全语音提示录入喇叭或收费站
自有语音提示系统进行广泛传播，提醒
过往驾驶人稳驾慢行，降低交通事故发
生率，使安全文明的交通理念深入人
心。 （李军 武建勋）

本报满洲里 5 月 8 日电 5 月 7 日，
国网满洲里市供电公司机关第一党支部
组织开展了“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奋勇争
先、创造一流”主题党日活动。通过活动，
进一步强化了党员身份意识、服务意识、
先锋意识，提振了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
于作为的精气神，树立了迎难而上、担当
作为的风向标。 （解伟）

本报兴安 5 月 8 日电 为深入贯彻
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工作部署，阿尔山市公安局交巡警
大队针对当前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切实
把专项整治和源头治理结合起来，重点
打击道路交通黑恶势力违法行为，积极
开展扫黑除恶排查整治工作。 （矫迪）

要闻简报

5 月 8 日，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白）足球队员和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队员在比赛中积极拼抢。当日，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
主席杯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超级组比赛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职业高中开赛。来自全区 10 所高校的 11 支男子足球队、
6 支女子足球队参赛，比赛日期为 5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本报记者 王磊 柴思源 摄

积极拼抢

■上接第 1 版 打好煤炭生产全面降
尘、火电机组超低排放、电解铝烟气综合
治理的“组合拳”，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链增值、产业
链多元发展，做好“稳量提质”的文章。

科左后旗委副书记、旗长何志伟表
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深、悟
透、做实，以大学习、大讨论统一思想、破
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展现新作为。科左后
旗将结合实际，进一步聚焦农牧业绿色
化，加大生态系统恢复力度，持续深化脱
贫政策措施落实，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实施产业兴村行动，促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实现村有发展目标、户有增收项
目、人有保障政策，做到脱贫不返贫。

奈曼旗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延辉说，
宣传部门要以此次大学习大讨论为契
机，坚持守正创新、顺势而为，用好用活
各类“学习讲堂”、学习强国各类阵地，融
通两中心一平台等各媒体平台，打造强
有力的新型主流舆论阵地，扩大主流价
值影响力版图，为全面推进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以实际行动推动大
学习大讨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

通辽市：学思践悟
凝聚共识 破解难题

■上接第 1 版 担当作为谋发展、尽
责实干促跨越”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该
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重点学习讨
论，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市情，细化
为 40 多个调研专题，从学习宣传到调
研都制定了详细的落实措施。

常委会议指出，通过学习自治区大
学习大讨论实施方案和动员部署会讲话
精神，要更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实质，教育引导全市各
级各部门干部更好地解放思想、看到差
距、明确方向，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聚
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查找发展中遇
到的瓶颈问题，结合实际研究具体办法，
推动问题破题解决；要全面提升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按照自治区
党委打造全区开发开放新高地的发展定
位，立足面向首都背靠首府区位优势，抢
抓机遇，主动作为，全面融入京津冀、呼
包鄂协同发展战略，努力开创乌兰察布
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为了此次调研见到实
效，该市制定了由四大班子领导领题
调研，法院、检察院两长及高校领导选
题调研的措施，要求调研坚持开门搞
活动，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调动社会
各界参与，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非公经济人士、离退休老干部老
同志等的意见建议，规定调研成果要
形成专题报告，做到有情况、有问题、
有建议、有措施。

乌兰察布市：细化调研专题 责任落实到人

■上接第 1 版 新时代公安机关要履
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就必须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坚定不移走改革强警之路，锻造高素质过
硬公安队伍。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有安全的
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
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才有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公安机关
和广大公安民警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就一定能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
长治久安。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
绝对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