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上体育课，跟同学做游戏，对健康的孩子
来讲是一件平常的事儿了。但是对于患有严
重先天性足内翻的突泉县永镇四家子村的程
日、程月双胞胎姐妹来讲，是一件非常奢侈的
事儿。

日前，当记者走进程日、程月所在的哈拉
沁福和希望小学时，恰巧赶上同学们下课，姐
妹俩在操场上和同学做游戏，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

“ 从 前 她 们 只 能 眼 巴 巴 地 瞅 着 别 人 游
戏。做完手术以后，这俩孩子已经能像其他
同学一样上体育课和做游戏了，也变得开朗
多了，更自信了。” 两个孩子的班主任常振
林说。

2010 年，程日、程月姐妹降生，但让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这对小天使却患有严重的先
天性足内翻，让全家陷入了悲苦之中。

说起“双胞胎”的求医经历，父亲程全心
中满是无奈和心酸：2014 年两个孩子第一次
手术，除了家里的积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又
借了不少钱才完成，但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来
完成第二次手术，两个孩子的病就成了他们
一家人的心病。

这对“双胞胎”命运的改变始于 2018 年 5
月。突泉县与房山区医院结对，发现了这对
亟待救治的小姐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健康
救助活动随即展开。北京房山区与突泉县分
别在两地发出捐款倡议，筹得捐助金 42 万元。

2018 年 7 月至 11 月，患病姐妹在北京房
山区委、卫计委的积极协调下，顺利入住北京
积水潭医院，先后进行了 2 次手术。

“现在她俩走路基本上和其他孩子没有
差别。手术前前后后一共花了 12 万多，全是
京蒙帮扶出的，自己一分钱没花。”姐妹俩的
父亲程泉说。

京蒙帮扶给姐妹花带来的不仅是肢体上
的治愈，更实现了她们心中对奔跑的渴望。
在母亲节这一天，姐妹两个给妈妈送了特殊
的手工礼物——玫瑰花和剪纸画。程日指着
自已送的玫瑰花说，这画虽然不像鲜花那样
美丽，但是它不会迅速枯萎，能给妈妈带来持
久的快乐。

突泉县团委副书记潘思晓介绍：“2018 年
5 月北京房山区和突泉县妇联、团委几家部门
发出捐款倡议，成立了京蒙救助金，筹集了 40
余万元，目前，京蒙救助金由妇联、团委、红十
字会共同保管，也将为全县患重病的妇女儿
童提供保障。”

双胞胎姐妹的别样“足迹”
■风信子

本报阿拉善 6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宏
章）近年来，阿左旗创新拓展党建工作模式，全
面推行富民党建“三链”工程，把党组织建在产
业链上、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
业链上，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产业发展中
的聚合、引领、支撑作用，有效实现了党建与经
济发展互融互促、同频共振。

以“两个三三制”方式创新设置，把党组织
建在产业链上。该旗按照“围绕产业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坚持“产业延伸到哪
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原则，依据经济组织党
员人数、区域范围、发展模式、产业类别等特
征，探索创新“经济组织分组单建、嘎查村经济
组织联建、经济组织互联融建”3 种模式和“区

域范围组建、产业类别组建、发展模式组建”3
种形式相结合的党组织设置方式，先后在产业
链上建立党组织 100 余个，聚集党员 400 余
人，辐射带动农牧民 1000 余人，逐步构建起了
旗、苏木镇、嘎查村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的产
业党组织体系。

以“三个突出”凝心聚力，把党员聚在产业
链上。该旗建立党委班子成员包联经济组织
党建工作责任制，采取技术帮扶、资金支持、信
息共享等措施，包联指导经济组织 100 余个，
先后为 2000 余户党员、群众协调办理党员创
业贷款 3000 余万元，提供各类技术指导服务
100 多人次。建立嘎查村“两委”班子党员兼
任制度，现有 36 名嘎查村干部领办专业合作

社 36 家，真正让懂经营、会管理、有领导能力
的干部带领经济组织党组织发展。与此同
时，该旗组织开展以“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
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人
培养成嘎查村干部、把嘎查村干部培养成致
富能人”为主要内容的培养工程，开展以深化
拓展“归雁”行动、优化提升“带头人”队伍行
动、推进“双百”提升行动为内容的“三项行
动”，鼓励支持党员致富能人领办创办专业合
作社、行业协会等经济组织，培养各类党员致
富带头人，从而激发和调动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以“三个示范”辐射带动，让群众富在产
业链上。该旗始终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促进农牧民增
收，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发挥“理论宣讲
示范带动”作用，组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理论
宣讲团，对全旗苏木镇和建档立卡贫困嘎查村
开展宣讲活动，通过集中巡回宣讲、驻村定点
宣讲、全覆盖入户宣讲等形式，转变群众思想
观念，激发内生动力。发挥“党员致富示范带
动”作用，把党组织的组织推动、政策引导和发
动群众的优势与经济组织的技术、信息、资金、
发展优势结合起来，党员致富带头人按照“就
亲就近”原则建立结对帮扶，帮带农牧民理思
路、传经验、扶技能。发挥“经济组织示范带
动”作用，通过强强联手、以强带弱等方式，创
建生产经营联合体，形成“抱团式”“捆绑式”

“链条式”发展模式，培育壮大富民产业，促进
农牧民稳定增收致富。积极推进“红色电商带
头人”培养工程，推行“党支部+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农牧民实训基地”模式，加强嘎查
村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推动“线上线下”优势互
补，实现资源共享。

通过扎实推行富民党建“三链”工程，实现
了党建与经济发展互融互促。目前仅在奇石
文化产业发展中，该旗积极推行以“党支部+
协会+农牧民”的组建模式，发挥党组织带动
农牧民转产、大学生创业就业作用，形成了从
业人员 4 万余人、个体商户 1850 余家及家庭
经营户 1700 多家、年交易额达数亿元的产业
规模。

■信息吧

本报鄂尔多斯 6 月 12 日电 近年来，伊
金霍洛旗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穿到信访工作的全过程，注重抓好“三个结
合”，积极引导信访群众转变思路，把走“上访
路”变为走“致富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
富。

把信访工作与党建工作相结合，引导信
访人走上致富之路。在全旗范围内推行了

“2+1”工作模式，即一个嘎查（村）党支部和一
名党员致富能手联系一个上访户，负责信访
问题的协调解决和带领致富。伊金霍洛镇布
拉格嘎查一个牧民曾多年上访，反映东联公

司建设旅游区征用牧民土地补偿低，要求执
行较高征地标准。负责包联的党员致富能手
多次与其沟通和做工作，嘎查党支部积极协
助他加入旅游区的马协会。这样，上访人每
天为游客提供骑马服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从
此专心“挣钱”不再上访。几年来，经党员包
联带动，一批上访人员逐步由“上访路”变道
走上发家致富路。

把信访工作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引导信
访人走上脱贫之路。针对上访人绝大多数生
活困难的实际，采取县级领导包联重点上访
户、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帮扶干部包联一般

上防户、将符合条件的上访户列为精准扶贫
户的有效措施，负责做好“两定一扶”工作，即
定发展计划，定产业项目，送政策扶持，真心
帮助上访户真脱贫、真罢访。札萨克镇一村
民多年上访，因其生活困难，被确定为精准扶
贫户，通过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帮扶干部帮
助其谋划草业发展计划，两年内实现稳定脱
贫。目前，全旗生活困难的上访人员绝大多
数脱了贫，过上了安稳的“两不愁”生活。

把信访工作与普法工作相结合，引导信
访人走上守法之路。随着“六五”普法进基层
活动的深入开展，针对信访群众普遍存在的

“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现象，结合司法
部门举办的下乡法制培训班，由各乡镇组织
重点信访人参训，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同时，对一些无理“缠访、闹访、以访牟利”的
人员，及时依法处置，收到了“处理一人，警示
一片”的良好效果。乌兰木伦镇一上访人，往
年曾多次赴各级机关上访，其反映的问题早
已妥善解决，成了“老访户”。通过法制宣传
教育，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从此息诉罢
访，还转变为进村法制宣传队的积极参与者，
为他人现身说法。

（白占先 刘建梅）

“上访户”走上致富路

阿左旗“三链”工程让党建与经济同频共振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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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玉荣）
据了解，今年，内蒙古大兴安岭阿尔山林业局充分
利用本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与阿尔山市联合
申报了“荆花温泉特色小镇”创建项目，以此改变局
址所在地伊尔施镇的整体面貌，提高职工群众的幸
福指数。

“荆花温泉特色小镇”的主要元素就是本土树种
山丁子和稠李子。记者在阿尔山林业局采访时看到，
该局正以林业局贮木场为中心，组织各单位职工对局
址范围内的广场、街道、社区、公路沿线、各林场和管
护站周边大规模开展山丁子和稠李子树移栽工作。

目前，阿尔山林业局已经移栽山丁子和臭李子
树 5000 余株，计划在 2-3 年时间内移栽 3 万株，将
阿尔山林业局所在地的阿尔山伊尔施镇打造成“全
国唯一、世界独有”的特色荆花温泉小镇。

阿尔山林业局

创建“荆花温泉特色小镇”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洋）
“以前听邻居们说起过这个健康小屋，但我一直以
为就能量个血压啥的。今天来试试，没想到能查的
项目这么多！”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哈路社区
的石彩霞患有高血压多年，得知以后能来健康小屋
定期体检特别高兴。

目前，新城区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设立了 11 家健康小屋，为居民免费提供自助健康
体检，通过多种医疗设备组合、计算机数据自动采
集、分析和管理技术，对人体多项健康体征指标信
息分析，自动作出评价报告和指导方案，并建立可
以与各大医院联网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据了解，设立健康小屋以来，许多慢性病、老年
病患者逐渐形成了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可以及时掌
握身体健康指标，提高对慢病知识知晓率和自我保
健意识，

新城区

健康小屋
免费提供自助体检

□本报记者 徐永升 摄影报道

初夏时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红山
记忆·首届红山非遗文化节在赤峰美术馆举行。

文化节设立了室内和室外两个展区，汇集了红山地区的
25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 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项目，展出 1235 件非遗展品。

室内展区，寓意吉祥的蒙古族纸艺和红山剪纸，独具魅
力的保桓刺綉和蒙古族刺绣，具有乡土气息的笤帚苗手编艺
术品，从盛唐传承至今的布艺堆画等展品引人注目，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向观众展示非遗绝活，现场交流互动。室外展
区，瓜子张炒货、梓俊花生炒货、赵氏豆腐干、赵记老酒、宗醯
坊老醋、喀喇沁白家熏鸡、赤峰对夹等食品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一字排开，飘出浓浓的香味，引得许多观众驻足展台
前感知非遗的美味。

文化节期间，皮影戏、京剧折子戏、评剧等非遗项目精品
选段将依次登场，还将举办非遗项目现场活态展示、非遗项
目食品品鉴、非遗知识讲座等活动。

近年来，红山区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抢救、保
护、活态传承和产业转化。截至去年底，红山区政府已公布“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15项，从中提档升级，进入自治区级 5项，
赤峰市级6项，形成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三级名录”体系。

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乌兰察布 6 月 12 日电 （记者 皇甫美
鲜）从今年 5 月起，网球正式进入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 35 所中小学课堂。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18 年印发了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18 年工作要
点》，要求全国学校大力推进校园篮球、网球、冰雪
运动进校园等工作，旨在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持续
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集宁区在大力推进足球进校园的同时，结合该
市打造大旅游大健康城市、建成网球特色市的发展
思路，引进“郑洁网球”进校园，现各学校网球场地
已建成，并购置了网球器材，将网球融入课堂教学，
前期对教练员进行了三轮培训。5 月 1 日，“郑洁校
园网球”正式在集宁区的 35 所中小学启动。

郑洁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双铜牌，
单、双打世界排名一度高居第 15 位和第 3 位。截至
目前，郑洁团队的专业网球教练已经深入到各个学
校中，开始网球教学和推广工作。各学校也选出教
师代表，并组织在一起接受专业教练的网球培训。

集宁区

35 所中小学网球课开课

本报呼伦贝尔 6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姜峰）“是‘光明行’活动让我重见光明，党
和政府对白内障困难户救助让我们打心眼里感谢
呀！”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奋斗村低保户 79 岁的张
学琴老人说。

2018 年，得益于自治区开展的“光明行”活动，
张学琴免费做了白内障复明手术，一只眼睛视力达
到 1.0。今年“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再次来到扎兰
屯，张学琴得到消息后马上报了名，她的另外一只
眼睛今年也可以免费手术。

“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由内蒙古光彩事业促
进会、自治区红十字会和老牛基金会共同发起。今
年，扎兰屯共筛查患者 996 名，符合拟实施手术条
件的患者 511 人。

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自 2015 年启动以
来，扎兰屯市已完成术前筛查 2933 人，实施手术
757 人，帮助贫困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423 万余元，达
到了“复明一人、幸福一家、温暖一方”的社会效果。

扎兰屯

“光明行”为 757 名患者
带来光明

双胞胎姐妹的灿烂笑脸。

独具魅力的蒙古族刺绣。

工艺品葫芦引人注目。 布艺贴画惟妙惟肖。 非遗传承人与观众互动交流。

■图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