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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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鄂尔多斯12月7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生梅）“各位
党员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些天，带
着乡音的“乌审普通话”或本土蒙古语
广播，回响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
陶勒盖镇农牧民耳畔。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乌兰陶勒盖镇高度
重视农牧民党员的学习教育，特别是
为解决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文化程度
低的党员“学习难”问题，解决农牧民
群众工学矛盾，镇党委创新宣传方式，
定制发放“初心小喇叭”，讲好“牧野党
课”，办好“移动课堂”，推动党员学习
教育实现全覆盖，让党的好声音“飞入
寻常百姓家”。

结合农牧民党员需求，用群众愿
意听、听得懂、记得住的“本地话”，在
田间地头、百姓炕头为年老体弱党员、
农忙党员讲好党课。由镇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嘎查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驻村
第一书记每人录制一份三分钟“微党
课”音频，为年老不会使用手机的党员
发放“初心小喇叭”，由第一书记、包联
人员、驻村干部定期将“学习三分钟”
音频拷贝更新，确保行动不便的党员

不漏学、不掉队。
“爷爷，这里面现在有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有十九大报
告，有一些法律常识，还有咱们旗里和
镇里的一些相关政策，我们都是通过
口述的方式录进来，读给你们听。”在
乌兰陶勒盖镇巴音敖包嘎查老党员宝
日其劳家，“初心”宣讲小分队队员高
红耐心细致地介绍“初心小喇叭”广播
内容及使用方法。

“我初心不变，念党的恩、听党的
话、跟党走，一定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今年82岁的老党员宝日其劳腿
脚不便，常年在家中休养，对手机等电
子产品都不会使用，接触外界信息的
渠道也较少，镇里这种创新宣传学习
方式让宝日其劳倍感亲切和轻松。

“一键”听党课，思想不掉队。“初
心小喇叭”成为农牧民党员学习教育
的“好助手”，有效确保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镇党员中不
留空白。“初心小喇叭”每日向农牧民
党员推送内容丰富的学习音频，包括
总书记原声、党的政治理论、形势政
策、法律法规、涉农涉牧知识、农牧业
种养殖技术等多种内容。截至目前，
乌兰陶勒盖镇已经发放200个“初心
小喇叭”，将党的声音、政策第一时间
送到田间地头、农牧民家中。

讲好“牧野党课” 办好“移动课堂”

“初心小喇叭”
传递党的好声音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李文
明）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截至目
前，我区已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面积9400多万亩，颁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 302 万本，颁证率达到
94%。

土地草原确权是与农村牧区关系
最大、最重要的改革事项之一。早在
2011年，我区就选择2个乡镇开展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试
点，2013年我区有4个旗县、5个苏木
乡镇被列入国家试点。2014年，自治
区在每个盟市选择1个旗县整旗县推

进试点工作。2015年，我区被确定为
全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推进试
点。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引导农村
牧区土地草原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牧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等一系
列涉及农村牧区改革的重要文件，扎
实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今年，我区开展农村牧区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制定下
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农村牧区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方
案》，妥善解决相关矛盾纠纷，进一步
提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率。

我区土地确权颁证率达94%

本报呼伦贝尔 12 月 7 日电 （记者
刘玉荣 李新军）12月7日，蓝天、白雪、雾
凇、冰湖交相辉映的牙克石市喜桂图小镇雪
谷广场宛如童话世界。2019呼伦贝尔冰雪
日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拉开呼伦贝尔冬季
旅游大幕。

启动仪式上，雪地摩托表演、高山滑雪
和滑轮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与晶莹
的冰雪世界融为一体，让“中国冰雪之都”牙
克石散发出无穷魅力。

据了解，冰雪日系列活动包括 CCPC
中国量产车大赛寒地站比赛、内蒙古美术
馆馆藏冰雪作品主题展、滑雪、滑轮、试乘
试驾冰雪体验、万人冰雪徒步行暨首届牙
克石冰雪趣味运动等，让游客充分感受北
国冰雪之美。专家学者将在呼伦贝尔寒地
冰雪产业推介会上，讨论呼伦贝尔寒地经
济发展。

呼伦贝尔是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主赛场。今冬，推出4条冰雪精品旅
游线路、10大冰雪品牌活动和7大冰雪体验
产品，呼伦贝尔冰雪旅游活动将延续到
2020年3月，把“冷资源”转化为“热效应”。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
脱离群众”“大排查要做到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光伏电站开始进料，安装进度
仍需加快”……近20万字的扶贫笔记，
一笔一画写满了王晓东心中的惦念。

然而，这份惦念却永远定格在
2019年8月23日。在脱贫攻坚工作途
中，自治区派驻正镶白旗脱贫攻坚工作
总队副总队长王晓东所乘车辆发生车
祸，不幸以身殉职。自治区党委追授王
晓东“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追授“全国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

来时，使命在肩步履匆匆。走后，
丰碑耸峙风范长存。

拄着铁锹把 哪有问题他到哪
走遍全旗5个苏木镇78个嘎查村，

累计走访嘎查村564次、491户贫困户，
走遍了每一个未出列嘎查村和未脱贫
贫困户……这是王晓东进驻一年多来，
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一组数字。

2018年 3月，已经56岁的王晓东
主动请缨，奔赴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2018年5月，他又转战
正镶白旗，任工作总队副总队长。正镶
白旗是国家级贫困旗，此时正进入攻坚
拔寨的关键时刻。

“往北走、往远走，到问题多的地方

去。”这是总队讨论行程时，王晓东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正镶白旗北部苏木镇、
嘎查村地处偏远、土地贫瘠，有的甚至
已经进入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去一趟很
耗时间，路也难走，但他总挑“硬骨头”
啃。

入驻不久，王晓东的痛风病就发作
了，同事们都劝他先休养，但他非要坚
持。后来，大家开玩笑说弄个拐杖吧，
没想到他真的用铁锹把当拐杖，那铁锹
把陪他走了不少嘎查村。

7月底，旗里“大起底大排查”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掌握第一手资
料，王晓东带着队员们直接住进伊和淖
尔苏木宝日陶勒盖嘎查。

“先在这个嘎查调研，住下来看看
工作进展的情况，搞明白难点在哪里，
然后再铺开跑嘎查村，心里就有底了。”
晚上，王晓东与驻村干部一起炒菜、蒸
米饭，第二天一大早又开始入户走访。

“自治区派下来的扶贫干部，真的
住在了嘎查里。”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尔
登巴亚尔说，他还没见过这样接地气的

“领导”。

入户、开会、讨论……他随身携带
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进驻以来
的工作安排。“马上协调”“越快越好”等
紧迫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日记中。

第一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是
旗里2018年开工建设的最大的扶贫项
目之一，为了尽快产生效益，一动工，王
晓东就紧紧盯着这个项目。

去年12月，草原上的气温降到零
下二三十摄氏度。下车几分钟，厚厚的
军大衣就被冻透了。王晓东一边跺脚
取暖，一边查看光伏板。终于，开工建
设仅仅3个月，光伏电站就顺利并网发
电。截至今年8月底，已经产生200多
万元的收益。

一个村一个村走、一件事一件事
办，王晓东的名字，渐渐在正镶白旗的
扶贫队伍里响亮起来。一年多时间里，
他撰写工作日志、扶贫笔记近20万字，
向旗委、政府督导督办工作36次，反映
问题142个，提出意见建议52条……

群众知心人 立业开源为乡亲
8月23日，正镶白旗的乡野已经略

带寒意，但星耀镇永合村的西瓜种植基

地内却是一派热闹景象：一辆辆拉西瓜
的大卡车整齐排列在路边，村民们忙着
摘瓜、装箱、过称……

“这是我们卖的第一批瓜，每斤 2
元。照现在的产量算下去，每个棚一年
收入至少7000元。王队长一直惦记着
咱的大棚，下次再来村，他该放心了。”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贵禄不会
想到，这一天，是永合村京蒙帮扶产业
有了第一批收入的日子，也是王晓东永
远离开的日子，他再也不能来村里走走
看看了。

王晓东的好记性在工作队很出
名。“这家有个上学的孩子”“这户因病
致贫，看病花钱多”“这个村子想发展肉
牛产业，要抓紧落实”……他不仅把村
情、户情记在心里，还把那句“有啥困难
和我说”挂在嘴边。

星耀镇大红山村是个种菜大村，但
由于没有储藏的地方，村民可种的品种
少，多数只能选择大白菜，卖不上价
钱。建一个恒温库，是村民们多年的愿
望。

当驻村干部第一次向王晓东提起
这件事儿时，他就动起了心思。第二
天，王晓东就去附近几个已经建了恒温
库的村子考察，并着手汇报、协调。

“争取了5年的恒温库，终于有着
落了。这不，8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已
经到位，下一步就可以招投标了。”村党
支部书记李金说。

■下转第3版

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

激情十四冬 快乐冰雪游

2019呼伦贝尔冬季旅游拉开大幕

雪雕前留影。

□杨彦魁 田永胜 巴音吉日格勒

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的审议，通过媒体，他的讲话传遍
了内蒙古的千家万户：“把内蒙古建成
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
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
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要保
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战略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总书记的
殷切期望再次激励了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店子镇上一个英雄群体——苏木山
林场全体职工。就是这个群体，在过去
59年时间里，在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
15公里的苏木山上，种下了1000万株
落叶松，用双手把这座昔日的荒山秃岭
改造成了一道华北地区的绿色屏障。

59年，几近一个甲子，这支英雄团队
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饥寒与10年动乱
的困厄，却始终初心不改，追梦苏木山。

（一）
苏木山位于兴和县南部晋冀蒙 3

省（区）交界处，最高点黄石崖海拔
2334.7米，是乌兰察布市最高山峰。这
里原本是苍松密布、草木繁茂、禽兽安
居之地，曾有过“松木山”之称。明朝时
的连年战争，使这里的自然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加之清末民初大规模的滥砍滥
伐，到建国时，它只剩下约300亩的白
桦树散落在几个山坡上。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发出植树
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不久，兴和县
在苏木山相继建立了护林站和林场，董
鸿儒、赵守礼、池跃龙先后奔赴苏木山，
成为这里的第一代开拓者。

（二）
这是董鸿儒初次进山时住过的

“家”：半山腰上，一间破旧狭小的土坯
房，屋里一盘土炕，一个风箱，一口铁
锅，几件破旧简易的炊事用具。

此情此景，让刚刚参加工作、年仅
20岁的董鸿儒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迷
茫、徘徊，路在何方？

仿佛刻意挽留这位农村青年，2天
后，一位叫李德库的老人推心置腹地向
他讲述了苏木山的革命史和这里的村

民们对新生活的企盼。最后，老人语重
心长地教导说：不要怕吃苦，有苦才有
甜。每年在山上多栽树，苏木山一定会
变绿变好的。不久，在县城工作的叔父
也给予他同样的叮嘱。这时，一个原本
朦胧的“理想”在他心中渐渐清晰起来，
及至1959年6月从盟农林干部培训班
结业时，董鸿儒特意买了一本《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带回苏木山。

1960年，苏木山林场正式组建，第
一任场长赵守礼带着“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干出一番事业”
的承诺上任。在破旧不堪的小房里、昏
暗的煤油灯下，赵守礼、董鸿儒开始谋
划招收民工、盖房、植树造林……

（三）
1961年春，在一阵紧锣密鼓联系

苗条、购买工具等筹备工作后，赵守礼、
董鸿儒带领70多名民工打响了苏木山
造林第一枪。

40多天里，他们挖坑、插条、埋土、
踏实；风大，天冷，饥食冷窝头，渴饮山
泉水，夜宿陋工棚，终于让500亩杨树
在山上安了“家”。没想到，第二年秋天

上山一看，杨树几乎都变成“小老头
儿”——第一次种树失败了。

此路不通，再栽山桃、榛子，复叶
槭……可第二次种树又以失败告终。

什么原因，是土质？是气候？是种
植技术？正当赵守礼、董鸿儒苦苦思索
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从盟农林
局得到一个信息：相邻的河北、山西2
省均有成功造林先河。赵守礼、董鸿儒
看到了希望。第二年，他们带领一行人
北上河北省围场县龙头山林场，西走山
西省大同长城山林场学习考察。“真
经”取回来了，种落叶松。此时，第一
位林业科技人员池跃龙也加盟林场，
第一代开拓者们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
一步——落叶松育苗成功。

趁热打铁。当年秋季，林场开始造
林试验，连续奋战一个多月后，1200亩
落叶松树苗在苏木山入土。然而，这个
冬天却成了赵守礼、董鸿儒、池跃龙和
林场职工们的难熬日——它们能活
吗？活多少？再要栽不活该怎么办？
焦虑，焦虑，还是焦虑。

■下转第3版

追梦苏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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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北国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雪”之日，“激情十四冬，快乐冰雪游”在呼伦贝尔千里雪原激情上演。20天的时间里，呼伦贝尔冰雪日、牙克
石凤凰山开雪节、呼伦贝尔冬季游牧文化节、冬季草原森林旅游列车体验、诺干湖渔猎文化节、中国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中俄蒙美丽使者国际大赛等一项项
冬季旅游项目在呼伦贝尔大地上次第展开，搅热冬日里的边城、森林、草原。本报记者用文字、用图片、用视频，用全媒体报道带您走进呼伦贝尔，领略冰雪世
界的别样风情，感受最纯粹的冬天。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黄瑞

刘海军的一天是从“咔嚓咔嚓”的
剪刀声中开始的。说起制作皮衣手
艺，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我可
是做皮衣的老裁缝了！”

刘海军出生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
旗农村，10个月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辗
转治疗，效果甚微。由于父亲当兵转业
到内蒙古一机集团工作，刘海军1岁时
全家迁到包头生活。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经常受人嘲笑，但这并没有将刘海军
击倒，反而在他心里洒下自强的种子。

1992年，初中毕业的刘海军想自
己创业。考察后，结合自己的身体条
件，他看中了服装裁剪加工这一行。“跟
着师父学剪裁手艺时，师父很看重我，
会单独给我找一间屋子让我安心学
习。当时和我一块学徒的人里，我的手
艺也算是出类拔萃的”。谈起往日勤学
苦练的学徒时光，刘海军有些羞涩。

4年学艺，多方筹措资金，他的店
面“包头市青山区海军皮衣店”终于开
了起来。从不到12平方米的活动板
房，到如今像模像样的皮衣制作店铺，

刘海军付出了比正常人更多的辛苦。
起早贪黑早已是家常便饭，更为艰难
的是要从外地进货，刘海军腿脚不便，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他克服身体
缺陷带来的困难，扛起沉重的货物，也
扛起沉重下透着亮光的未来。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刘海军
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每年冬天是皮
衣制作的旺季，忙到凌晨三四点都是
常有的事儿……”

繁累的工作并没有因他身体残缺
而减轻半分，但他总能以奋斗者的姿
态去挑战生活的艰辛。靠着一身的本
领，刘海军参加过多次比赛，并获得过
2014年和2018年自治区残疾人技能
大赛冠军、2015 年和 2018 年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章……家里的奖状多得
让人眼花缭乱，而刘海军把荣誉视为
激励，更作为他事业发展的动力。

“生命不止，折腾不息”，刘海军
调侃道。在锤炼技艺的同时，他参加
了自治区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我
对参加什么项目也没概念，但总觉得
参与进来感受不同的生活角色才是最
快乐的事情”，这种轻松的心态加之
刻苦训练， ■下转第2版

“残缺的身体不是前行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