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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柴思源）8月18日上午，第七届中国
童话节之草原童话节在内蒙古乌兰恰特
隆重开幕。这是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
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
中具有少年儿童特色的文化活动。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
玉刚出席开幕式。

草原童话节由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教育
厅、自治区文联联合举办，以“我和马
儿有个约会”为主题，以创作、展演、交

流的形式，通过“写马”“讲马”“画马”
“演马”等多彩活动，加深少年儿童对
蒙古马的认知和了解，有利于在青少
年群体中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提
升少年儿童的艺术品质和综合素质。

开幕式后，儿童剧《魔幻那达慕之
草原小勇士》精彩上演。草原童话节
期间，主办方还将在内蒙古乌兰恰特
对此次活动评出的部分优秀获奖作品
进行展示，《小飞侠彼得潘》《毛毛的梦
想》等儿童剧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第七届中国童话节之草原童话节开幕
白玉刚出席开幕式

本报包头 8 月 18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8月 18日 7时 30 分，备受
关注的2019包头首届国际马拉松赛
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
跑。

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张院忠出席起跑仪式并为赛事鸣枪。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
利、瑞士、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哥伦
比亚、肯尼亚、蒙古等12个国家和地
区的1.6万余名运动员和自治区、包头
市各界嘉宾共同参与和见证了 2019
首届包马的盛大起跑。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
会、自治区体育局、包头市政府主办，

自治区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自治区马
拉松协会、包头市体育局承办，内蒙
古坤宝体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运
营。

经过 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马
拉松男子组冠亚季军出炉：中国的宝
玉以2小时23分 20秒的成绩斩获冠
军；亚军是来自中国的魏靖珂，成绩2
小时 29分 57秒；季军是中国的赵盼
飞，成绩2小时34分15秒。

马拉松女子组竞争异常激烈，中国
的史立莹以2小时49分33秒的成绩斩
获冠军；亚军是中国的曹凤英，成绩3小
时01分12秒；季军是来自蒙古国的森
吉德玛，成绩3小时05分46秒。

2019包头首届国际马拉松赛开跑
张院忠出席起跑仪式并为赛事鸣枪

本报通辽8月18日电 （见习记
者 薛一群）8月18日，由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和通辽市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内蒙古国际马术
节暨第二十三届8·18哲里木赛马节
在通辽市珠日河草原旅游区开幕。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
李杰翔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长调搭配好来宝、蒙古
国经典柔术杂技、额尔古纳乐队互动
演唱、安代舞快闪等精彩演出赢得观
众阵阵喝彩。据悉，本届赛马节在保
留马术比赛和搏克、摔跤、射箭等传统

民族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能够
体现当地民族文化元素的篝火晚会、
民族歌舞表演、非遗及文创产品展等
系列民俗文化特色活动。体育、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为广大群众奉上丰富
多彩的饕餮盛宴。

通辽市素有“中国马王之乡”的美
誉，8·18哲里木赛马节从1995年举办
第一届开始，迄今为止已举办二十二
届，已成为集马术竞技、民族文化风情
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提
升了“敖包相会的地方——通辽”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六届内蒙古国际马术节暨
第二十三届8·18哲里木赛马节开幕

李杰翔出席开幕式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李存
霞）8月18日下午，在第二届中国马文
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
隆重开幕之际，以弘扬“蒙古马精神”
为主题的全国首个马文化主题邮局揭
幕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杨利
民，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共同为全国首个马文化主题邮局揭
幕。

马文化主题邮局由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设立，位于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

中心，配合马博会的开展推出了一系
列服务。市民、游客可以提供个性化
内容，邮局现场为其定制个性化邮
票，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求。邮局内
还展出了众多以马博会为主题的明
信片、邮资封等各类邮品，以及特色
十足的文创产品，以新颖的方式传播
内蒙古马文化、积极弘扬“蒙古马精
神”。

马博会期间，马文化主题邮局还
将在现场提供方便的寄递服务，并加
盖马博会专用纪念邮戳，对于广大群
众和集邮爱好者来说具有纪念意义。

全国首个马文化主题邮局揭幕仪式举行
白玉刚出席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李存霞）8月18日下
午，2019年内蒙古国际名马展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群
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火热开展。这是第二届中国马
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的
重要内容之一。

活动现场，来自世界各地17个品种的近40匹名
马齐聚在此，其中包括弗里斯兰马、安达卢西亚马、
汗血宝马等国际马品种，及阿巴嘎旗黑马、锡林郭勒
黄骠马、三河马等蒙古马品种。观众不仅可以近距
离接触名马，还可以在盛大的花车巡游仪式中欣赏
众多良驹的优美身姿，感受名马的无尽魅力。

现场的国际名马秀环节中，主持人对各个品种
的名马进行了详细介绍，让参展者们对马儿们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名马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更是让现场
气氛异常热烈。在舞台区，丰富多彩的蒙古族特色
歌舞节目让参展者在观展的同时，欣赏了一场精彩
的文艺表演。经过重重审核及大众线上投票所评选
出的10位2019内蒙古国际马形象大使也在现场与
广大观众见面，并加入了花车巡游队伍中。

这场集名马科普、马产业展示、马文化艺术交
流、马术体验为一体的马文化盛会，展示了马文化和
蒙古马精神的时代内涵，向世界递出一张中国马文
化名片。

据悉，本届国际名马展将持续到8月20日下午5
时，可爱的马儿们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将继
续在此上演，续写属于马文化的无限精彩。

世界珍贵马种亮相2019年内蒙古国际名马展



自治区水文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南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要做到“思想认识到位、检
视问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我领悟“四个到位”的核心要义就是“落实”。水文系统肩负着对
全区水资源、水环境的监测、统计、分析、评价的重要职责，担负着为防汛抗旱提供水文情报预报预警的重要任
务。能否履行好这些职责，完成好这些任务，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内蒙古建设成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的重要指示具有直接影响，是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水文系
统全体干部职工要把总书记的教诲和主题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进工作、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强大动
力，切实做好以“一湖两海”水文监测和西辽河“以水定需”为重点的水文支撑保障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搞好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和防汛抗旱工作，提供科学、准确、及时、高
效的水文服务。

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孟巴图：

通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我认识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只有
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心怀人民，在本职工作上践行
初心，才是更好的不负使命。作为驻外单位，面对
职能转变的新要求，一是要回顾过去，追寻驻沪工
作初心。驻上海办事处自1958年初创以来，一代
代办事处人对接合作、砥砺奋进，职能职责历经以
物资接待为主、以经营创收为主、以招商引资为主
的不同阶段，一直在践行促进蒙沪交流的初心。
二是要勇担使命、探索拓展工作职能。直面问题
和不足、创新工作思路，创建“综合服务型”驻外办
事处，打通多领域交流渠道、打造各类沟通平台，
推动蒙沪全方位互联互通。三是要立足岗位，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当前，我们要在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中深化蒙沪交流，充分利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系列重大活动，全力宣传推广内
蒙古；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积极促成承接产
业转移，争取更多的东部改革发展机会和资源为
我所用，为实现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力量。

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郭中：

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我深刻认识到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
维护”，做好示范、当好表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作为自治区
林业科研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要树立强烈的科研人才意识，营造吸引人、留住人、激励人的良好环境，建立“有干头”“有甜头”“有奔头”的科研
激励机制，积极吸纳优秀林业科研人才为自治区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要坚持“突出重点、发展前沿、研
用结合”的原则，适时调整学科建设，努力培育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更好适应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需要的
优秀林业科研成果。同时要加快林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创新体制机制，整合集成一些更成熟有效的实用模式
和技术，强化成果运用，大力推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更好服务经济建设，助力自治区脱贫攻坚工作。

为扎实开展好我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开门搞教
育，坚持问题导向，把“改”字贯穿始
终，把为民服务解难题落到实处，从6
月20日至11月30日，自治区党委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开门纳
谏”，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重点
是对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加重基层负担、侵害
群众利益、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
问题的反映，以及对改善民生、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扫黑除恶、营商环境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受理的问题按照
规定认真研究办理，督促有关方面整
改落实。

专 线 电 话 ：0471- 5305540，
0471-530592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
（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12：00，下

午14：30-17：30。“开门纳谏”电子邮
箱：kmnj2019@163.com。专门信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732号邮政信箱，
邮编：010010。《内蒙古日报》“开门纳
谏”留言专栏：《内蒙古日报》时政新闻
部“开门纳谏”留言专栏组，邮编：
010040。微信公众号留言板：内蒙古
主题教育开门纳谏。

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20日

内蒙古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公告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赵丹 赵娜）8月18
日，2019“首届中国·内蒙古马头琴艺术节”系列活动
之一的“马头琴制作艺术精品展览”在呼和塔拉会议
中心火热开展。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内蒙古艺术学院主办。“马头琴制作艺术精品展
览”以“传承、交流、合作、发展、创新”为主题，旨在传
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繁荣民族艺术，

助力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
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国先进马头琴制作领先企业、

前沿专家、权威机构与收藏爱好者，是展示和推广马头
琴制作工艺，创造制作工艺交流的平台。展览期间，大
家共同探讨民族乐器制造业新图景，全力推进本土民
族乐器产业间的高端交流、多样化与高质量发展，还将
组织开展一系列马头琴工艺评比活动，对优秀制作厂
家、制琴师进行表彰奖励。

马头琴制作艺术精品展火热开展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霍晓庆）蒙古族
服饰精致典雅，各种形态的马的雕塑惟妙惟肖，
马鞍、拴马桩、马槽等马具马饰，记录着马文化的
发展及人与马的动人故事……8月18日，以“天
堂草原——蒙古马”为主题的“一带一路”马文化
产品及当代马具、马饰、蒙古族服饰展在昭君博
物院开展，成为此次马博会中一道艺术大餐。

据了解，此次主题展览设计了七个内容板块，包
括蒙古马的审美简史、石器记忆——岩画中的蒙古
马、金石为证——器物上的蒙古马、牧猎情怀——生
活中的蒙古马、荣耀草原——服饰与蒙古马、精神永
驻——艺术观照中的蒙古马以及草原丝绸之路——
邻近国家的马与马饰艺术，形象地展示出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目标。

此次展览种类丰富、数量多，一共将展出
3000多件展品，其中既有从民间征集的岩画、
青铜器等老物件，又有艺术家新近创作的艺术
作品。开展当天展出1000多件，其余展品将于
9月25日左右与观众见面。

“这个展览非常直观地展现了马文化的发
展，对了解蒙古族文化、弘扬蒙古马精神具有重
要意义。”前来参观的嘉宾、中国民族书画家协
会副主席曾灿庭说。

“一带一路”马文化产品及当代
马具、马饰、蒙古族服饰展

见证人与马
的动人故事

■上接第1版
绚丽的舞台、变幻的灯光。一个

个以马为主题的节目依次上演：舞蹈
《疾风烈马》让人们仿佛看到飞驰骏马
扬起的长鬃，蜚声国际的安达组合为
观众带来的《风马》唱出骏马在天地间
的驰骋、欢腾与吉祥。当安达组合与
黑骏马组合携手演唱本次博览会的主
题歌曲《蒙古马》时，夜色下的呼和塔
拉草原分外欢腾。浓郁的蒙古族民
歌、现代流行音乐、蒙古族原生态音乐
相互交织碰撞，让人耳目一新。

开幕式表演中，最让观众血脉贲
张的项目莫过于马术表演——《一往
无前蒙古马》。骑手们骑乘威风凛凛
的马儿奔驰而来，他们在观众的呐喊
声中恣意驰骋，彰显出草原儿女与时

俱进、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天空中
千架无人机编队呈现出驰骋的骏马、
少女迎宾以及“吃苦耐劳、一往无前，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字样，炫目的
色彩和多变的造型展现了现代科技
和艺术的巧妙融合，将现场气氛又一
次推向高潮。

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一起高声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这歌声是对筑
梦热土的深深眷恋，这歌声是对新中
国70华诞的美好祝福。

舞台上，参演者激情昂扬；舞台
后，演员们整装以待。

“马头琴的旋律非常美，来到内
蒙古有机会跟世界马头琴大师同台
演奏，实在是太幸运了。”来自新疆马
头琴学会的托尔巴依尔激动不已，他
带领着55名来自新疆的马头琴手应
邀参加本次马博会开幕式的表演。

当世界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与
1000名马头琴演奏者共同演奏马头琴
经典曲目《万马奔腾》，这气势恢宏的琴
声仿佛让观众置身于千里草原。“我今
年76岁，拉马头琴已经有70年了，特别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后我要继续带

领马头琴传人们，从艺术的‘高原’向
‘高峰’挺进。”齐·宝力高深情地说。

蒙古马精神，积淀着草原人民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草原人民独
特的精神标识。序幕拉开、精彩不
断。18日到 25日，马博会将开启包
括开闭幕式、论坛讲座、赛事活动、演
艺演出、展览展示、主题活动等8大类
41项活动。

开幕式晚会在阵阵鼓声中落下
帷幕，在这个星光与灯光交汇的夜
晚，人们铭记了人马合一的每一个瞬
间。在这个激情与梦想燃烧的夜晚，
蒙古马精神更是激励草原人民自强
不息、不断向前的精神动力。在这种
精神的激励下，草原儿女将把祖国北
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永远的蒙古马

8月 18日，小选手恩克沁演唱长调民歌。当日，八省区少儿蒙古长调那达慕在
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卫拉特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中心落幕。该活动为期两天，来自内蒙
古、青海、甘肃、新疆等地10支代表队的37名小选手在比赛中展现演唱技艺，传承草
原文化，感悟非遗魅力。 王正 摄

少儿赛长调 非遗有传承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王雅
静）8月18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在山西省太原市落下帷幕，内蒙古体育
代表团斩获35枚金牌、39枚银牌、68枚
铜牌。

规模空前的“二青会”从项目设
置、举办时长，到参赛规模都创造了
多个纪录。项目设置上“二青会”超
越了首届的26个竞赛项目，共设置
了49个竞赛项目，包括夏季37个大
项、冬季 5个大项、全能 7个大项；

“二青会”比赛时间从2019年 1月开
始，持续到8月18日全部结束，历时
8个多月；参赛人数从首届的近8000
人到本届的3.3万人。内蒙古体育代
表团参加了体校组39个大项，社会

俱乐部组26个大项的角逐，进入决
赛的运动员有942人。最终，我区健
儿努力拼搏，获得了35枚金牌、39
枚银牌、68枚铜牌。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李志友说：
“这次从冬季项目到夏季项目，我们都
达到了预期目的，为我们内蒙古竞技
体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项目
上看，内蒙古体育代表团在落后项目
上取得了突破，在优势项目上保持了
优势。比如我们相对落后的球类项目
这次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取得
了优异成绩，有了新的突破。我们的
优势项目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选手，
让我们看到了内蒙古竞技体育的希望
和未来。”

“二青会”内蒙古代表团
斩获35金39银68铜

本报乌兰察布8月18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赛娜） 8月
16日，乌兰察布市乌兰牧骑民兵连揭
牌授旗仪式举行。

据悉，2019年6月，该市民族艺术
剧院和集宁乌兰牧骑入列编兵单位，标
志着移交和组建工作顺利完成。乌兰

牧骑民兵连的成功组建，为全区乌兰牧
骑服务部队提供了典型示范作用。

新任乌兰牧骑民兵连连长王利表
示，新组建的乌兰牧骑民兵连将积极
响应号召，创新军队文化建设，丰富军
营生活，服务驻地官兵，探索在艺术事
业中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乌兰察布市有一支乌兰牧骑民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