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到我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
群众时强调：

要始终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坚
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
好传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教育，精心做好民族工作，把内蒙
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
相助。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
边疆，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
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划
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
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
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
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
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

●2018年3月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把祖国北部
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民族自
治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
付诸实施的地方，地处祖国北疆，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内蒙古改革发展
稳定工作做好了，在全国、在国际上
都有积极意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
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民
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理论根源越扎
越深、实践根基越打越牢。加强民族
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深
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
方向，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
行，坚持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注
重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
载体和方式，搞好网上和网下结合，
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形成各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
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中的各种利益矛盾，把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建设得更加牢固。

●2019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内蒙古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
保经济平稳运行，打好脱贫攻坚战，
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7月15日-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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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民族
团结一家亲。要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进社区，把社区打造成为各
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积极创造
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境。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
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
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
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
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
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
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
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
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
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

民族也不能少。共产党说到就要做
到，也一定能够做到。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
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
民族团结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
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
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内蒙古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发源地，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
传统。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践行守望相助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
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
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
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
荣誉。

●2020 年 5月 2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
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
步上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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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本报记者 苏永生

2014年和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考察内蒙古，对内蒙古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精心做好民
族工作，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8年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对内蒙古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
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寄予厚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谱写着建设新时代模范自治区的壮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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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代表：
传承创新发展少数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蒙古自治区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
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
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区进
一步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明了方
向。全国人大代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
自治旗伊敏苏木中心校校长梅花说。

民族团结是内蒙古的光荣传统，作为
一名鄂温克族人民教师，梅花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灵
中，让它们深深扎根、开花结果。

梅花说，这些年，我校坚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
抓，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分别开设《中华大家庭》和《民族常识》等课
程，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语文、思品、音乐、体育等各学科中，潜移默
化地教育引导孩子们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梅花说，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
我校积极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在学前教育阶段开设少数民族风俗、服
饰、饮食、歌舞认知体验课，在小学阶段开设鄂温克语教育课程和传统项
目体育课，还开发了《民族体育游戏》等地方教材和民族舞蹈校本操，让课
间操成为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载体。

作为基层代表，梅花建议国家继续扶持民族语言和汉语双语教育。
还建议国家支持在人口较少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建设集语言文化培训研
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功能为一体的民族文化中心，科学保护、
有效传承、创新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图片由本报记者袁永红摄）

阿拉坦仓委员：
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育
整体发展水平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对内蒙
古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
族团结进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我们做好
民族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
政协委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
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抓细落实<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暨建议出
台新一轮五年规划》的提案。

阿拉坦仓认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要深化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
进一步加快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加快人才培育和引进工程建设。

阿拉坦仓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实施以来，民族
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原
因，民族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阿拉坦仓建议，国家在学位点审批中向民族地区的院校和民族院校
倾斜，扶持民族地区高校和民族院校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增设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点；落实对民族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的专项投
入，大力支持高端人才引进工程，解决人力资源匮乏问题。

阿拉坦仓希望国务院出台新一轮加快民族教育发展五年规划，持续
推进民族教育发展，持续改善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加大民族
地区院校和民族院校建设力度，加大民族语言保护投入。结合民族地区
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戈明代表：
加快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做
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全国人
大代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旗长戈明
深有感触。

戈明说：“我作为一名在阿拉善盟工
作了30多年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能理
解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
各民族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安定团结
和经济繁荣发展。只有搞好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大家庭才有凝聚力，干事创业
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向前进。”

戈明说，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分布在祖国的边境地区，并承担着守
土戍边的任务。边境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
地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发展速度缓慢。所以加快边境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让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留得住、富起来，对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意义重大。

就此，戈明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大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投入
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边境地区通水、通路、通电、通讯等实
际困难；二是政策上向边境牧户倾斜，逐年提高巡边员补助。三是进一
步改善边境地区办学条件，推进村级公共文化中心建设，改善边境乡村
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继续实行边民生活补助机制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
助机制，保障边民身体健康。 （图片由本报记者袁永红摄）

让民族教育之花
开得更艳

□白江宏

“总书记问了我好多有关鄂温克
族的事情，我回去后一定要第一时间
告诉家乡的人民。”谈教育、唠家常，
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亲切交流，让
全国人大代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
自治旗伊敏苏木中心校校长梅花倍
感温暖，浑身充满了干劲。

和煦的阳光不会忘记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从偏远山区到广袤草原，
从雪域高原到大漠边疆，千千万万个
像梅花这样的基层民族教育工作者
默默付出、辛勤工作，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关怀送到各族群众的心坎里，把
爱和感恩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
田，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少数民族干部
和各类人才，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
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出了突出贡献。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
石。民族教育一头连着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一头连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
和民族地区的未来发展，并最终为实
现民族复兴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
和精神支撑。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
加大对民族教育支持力度，扎实推进
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
断提高民族教育水平和少数民族群
众科学文化素质，让民族教育之花开
得更艳，让民族团结的基础越来越牢
固。

乌兰牧骑 生于人民，生生不息
5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
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内蒙古日报为此开设

“人民至上 造福人民·内蒙古故事”栏目

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画面
激励全区各族草原儿女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上
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详情请点击二维码——

5月27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
团吴英代表建议，在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上继续下功夫，切实
维护好老百姓的健康安全。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5月27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内蒙古
代表团王欣会代表建议，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教育
力度。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5月26日上午，住
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孟
青录（左一）在小组讨
论时建议，懂法守法
要从学生抓起，法治
教育要进校园、进课
堂、进课本。

(图片由自治区政
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