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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思勤：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蒙古马
精神。2019年7月，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期间，再次提到蒙古马精神。5
月 22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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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提出要大力弘扬蒙古马
精神。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蒙古马精神，我们该如何弘扬蒙古
马精神？

芒来：蒙古马是内蒙古自治区各
族干部群众高度认同的文化符号，是
自治区十大文化符号之一。蒙古马
精神既蕴含着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也体现了草原
人民淳朴、从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
挠的民族品格。

我认为，蒙古马精神扎根于深厚
的草原文化，成长于草原人民长期的
革命建设历程中，形成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深度融合的智慧结晶，是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髓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实
践中，蒙古马精神是坚定草原文化自
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民族文
化强区的重要支撑，蒙古马精神本质
上是奋斗者的精神。蒙古马是蒙古
马精神的载体，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蒙古族是蒙古马精神的创造者，
内蒙古的广袤草原是蒙古马精神的
大舞台，蒙古马精神本身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承载者。

包思勤：请任委员结合您自身的
工作经历和内蒙古过去几十年的发
展历程，谈一谈蒙古马精神到底意味
着什么？

任亚平：结合内蒙古的实际，结
合我们当前的情况，我觉得弘扬蒙古
马精神，特别要强调的是“吃苦耐
劳”。我们所理解的吃苦，就是啃硬
骨头，打攻坚战，攀新高峰；耐劳，就
是指面对当前的情况，我们内蒙古的
全区各族人民要有耐心，有耐力，有
耐劲，久久为功，把我们内蒙古的事
情办好。

包思勤：从当前形势出发，下一
步内蒙古该如何走好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谈一谈该如
何弘扬蒙古马精神？

任亚平：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内
蒙古全区各族人民弘扬蒙古马精神，
创造了许多辉煌。上世纪50年代，
我们是模范自治区；西部大开发以
来，我们走在前面；进入新时代，我们
的发展又获得了许多新成果。但是
不可否认，我们当前正处在挑战和机
遇并存的一个特殊时期，内蒙古的经
济社会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
级的这样一个阵痛期、关键期、特殊
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特别要求
我们应该弘扬蒙古马精神，吃苦耐
劳，久久为功，共渡难关。

内蒙古在产业发展的支撑上，面
临着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传统产业
有待升级，新型产业还在培育。在这
个特殊时期，拉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
展的“三驾马车”现在都遇到了一些
新情况。由于内蒙古是一个资源型
地区，所以在过去的发展中，投资拉
动一直是主体，是最重要的一个方
面，在“三驾马车”当中一马当先。现
在由于我们面临着产业发展困境，投
资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在当前这
种形势下，我们的下行压力非常大，
转型升级的迫切性非常强。面对这
种情况，需要我们内蒙古发扬优良传
统，按照总书记的嘱托，更好地弘扬
蒙古马精神。我区地域辽阔、资源丰

富，发展空间非常大。在挑战和机遇
并存的形势下，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
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把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探索
出来。

实事求是地讲，经过这些年的发
展，内蒙古在高质量发展、新型产业
发展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有很
多好的模式、好的典型，这在内蒙古
各地区都能够找到相关例子，需要我
们认真地进行总结。十八大以来，总
书记两次考察内蒙古，三次到内蒙古
代表团参加讨论，给我们提要求，讲
发展的意义。我们应该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更好地弘扬蒙古
马精神，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凝心聚
力、一往无前，把我们内蒙古建设成
为亮丽风景线，努力创建新时代模范
自治区。

包思勤：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要求，同时明确了内蒙古在全国的战
略定位，那就是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
记提出，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
城构筑得更加牢固。因此我们在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还是要继续弘扬蒙
古马精神，加大力度，转变方式，改变
我们的思维方式。

任亚平：确实如此。如果我们的
草原退化了，草原没有了，我们的蒙
古马也失去了依存。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内蒙古来讲非常重要。我认为，
当前我们在草原保护方面至少要有
这样两个思路：一方面是一定要把畜
牧业的主战场从草原转向农区、半农
半牧区，真正让草原恢复生态，实现
草畜平衡；另外一方面，是在草原有
限的牲畜发展方面，一定要走现代化
路子。保护草原确实是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历史使命。

包思勤：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
锡林郭勒盟的代表向总书记汇报时
说，不再在草原新上矿山开发项目，
总书记表示了肯定。芒来教授，您对
草原保护问题有何见解？

芒来：在游牧文化中，草原五大
畜是生态链与产业链有机结合的一
个整体，少了哪一个家畜都不行。所
以草原保护应该与传统游牧文化、草
原文化、马文化等方面进行融合考
虑。这样才能把草原保护好，才能提
高牧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实现牧区现
代化。

包思勤：下一步，我们该如何转
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我个人认为，
需要发展以下三个产业。第一个是
清洁能源产业，能源是内蒙古自治区
的第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我们要
实现清洁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改造
提升，由过去冒烟的工业变成不冒烟
的工业，提高其技术含量。第二个是
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业，经过多年
发展，该产业积累了一定基础，打造
了一些知名品牌。第三个是文化旅
游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文化旅游近
几年在内蒙古发展迅速。我想请教
任委员，这三个产业能不能成为未来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产业？

任亚平：关于内蒙古下一步的发
展，我们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我
们利用了资源，遇到了一些困难，然
后就堵死这条路，也就是说，抛开资
源求发展，恐怕不是内蒙古的走法。
我们应该打造能源的升级版。能源
产业一直是我们内蒙古的自豪，我们
为国家作出的贡献，除了生态以外，
能源至关重要。我们源源不断地为
祖国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现
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打造升级版，搞清
洁能源，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都非常
成熟了。

而农畜产品是内蒙古的优势和
特点，很多人说，他们认识内蒙古，是
从认识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名牌产品
开始的。伊利、蒙牛、鄂尔多斯等品
牌耳熟能详。从现在的情况看，发展
农畜产品确实需要做好深加工，我们
要把农畜产品的原料打造成农畜产
品的“味道”，也就是我们现在重点打
造的内蒙古味道、内蒙古品牌。内蒙
古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当务之急是
要创名牌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这三大产业如果能搞得好，应该
能够成为我们内蒙古下一步探索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的三个重要支撑。
同时应该与互联网、大数据结合起
来，搞智慧能源、智慧农畜产品加工
和智慧文化旅游。从这个角度来看，
内蒙古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巨大。但
是现在确实需要我们提高科技含量，
走科技创新的路子，真正探索出一条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来。

芒来：我想从以下五个方面简单
谈一下蒙古马特点与蒙古马精神之
间的关系。第一个是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耐力好是蒙古马最重要的特
点之一。第二个是守望相助、开拓进
取。蒙古马喜欢群居，群体生活意识
和能力非常强，亲情观念也特别浓
重。第三个是稳中求进、勇往直前。
蒙古马不是跑得最快的马，却是能跑
得最远的马，能够始终保持不断前进
的气势。第四个是忠于职守、甘于奉
献。长期以来，蒙古马作为边疆各族
人民的亲密伙伴，旅途中、田间里、赛
场上，都能看到蒙古马付出的辛勤汗
水。第五个方面是适应自然、和谐共
生。草原生态是人、草、畜之间的有
机联结，草原五畜中，马的活动范围
最大，活动速度最快，马是带动游牧
的。

任亚平：蒙古马精神是“跑”出来
的，亮丽内蒙古是干出来的。我们刚
才所谈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大前提，
就是全区各族人民要树立信心、振奋
精神，困难不少，问题不少，但是也应
该看到我们的前景。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70多年来，现在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大好时机，总书记考察内蒙古，
总书记到内蒙古代表团，给我们内蒙
古各族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和无穷动
力。这对于内蒙古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对于我们闯过两个百年的交
汇点，应该说意义非常巨大。

包思勤：蒙古马精神是中国精神
的一部分。实际上，蒙古马精神不仅
对内蒙古有着指导作用、激励作用，
同样也对全国各地有着指导和激励
作用。特别是在今年受疫情影响的
特殊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发扬“吃苦
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的蒙古马精神。我们内蒙古各族干
部群众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弘扬蒙
古马精神，共同建设亮丽内蒙古，共
圆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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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空间距离，
传递两会声音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内蒙古日
报社联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创新推出了多点连线互动的特
别报道方式，以呼和浩特为联结点，
通过云平台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和基层群众紧密连接。该
节目共发布6期，邀请到了10余位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做客云端，与呼和
浩特、赤峰、巴彦淖尔、乌海等多地
实现现场连线。就高质量发展、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造福人民、稳就业
保民生、民族团结以及蒙古马精神
等热点话题进行热议，专家现场点
评。为受众送去及时、权威、深度的
两会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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