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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大家谈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2月16
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河北省阜平
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
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

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文章指出，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
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
贫致富，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要
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只要有信心，黄
土变成金。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从实际出发，
真正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文章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

富，关键靠支部。要增强村党组织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造福群
众的功能，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
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心
骨、领路人。要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实
好，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扎扎实实
把支部建设好，切切实实把团结搞扎
实，真正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文章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
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
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
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

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
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
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
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
作？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
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
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
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
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
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
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
难群众办事。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对我们民
族语言授课学校的教师来说，既有压力，
也是动力。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为孩子们未来发展搭建更广
阔的舞台。”2月12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蒙古族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察尔汗
正在家里整理教案。2020年9月刚刚大
学毕业就入职小学教师的她，正赶上推行
使用三科统编教材，经过一学期的实践，
她觉得孩子们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使用语文统编教材后，孩子们学

到的知识更广泛、更全面了。”察尔汗手
里拿着一本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给记
者介绍，“你看，这个‘口语交际’版块就
特别好，它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的
口语语境，教会孩子们当别人说话时要
仔细听，当自己表达时要大声说。孩子
们都很喜欢课上的这个环节。”

与之前的语文教材相比较，统编语
文教材在识字量、阅读量等方面都有所
增加。

“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刚开始会
觉得课本有难度，但随着教学深入，情
况就慢慢好起来了。”察尔汗说。

■下转第4版

为孩子未来发展搭建更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今年春节，毕力格巴图基本上是
在畜圈里度过的。为刚出生的小羊羔
喂牛奶，为即将产羔的母羊单独开灶
加饲料，还要照料牛犊，忙得不亦乐
乎。“只要家底殷实了，哪一天不是过
节呢！”毕力格巴图笑着说。

毕力格巴图是锡林郭勒盟正镶白
旗宝力根陶海苏木陶林宝拉格嘎查牧
民。去年牲畜出栏后，他家留下120
只察哈尔品种的基础母羊和10头母

牛。如今，已经接产90多只羔羊和5
头牛犊。记者在他家羊圈看到，吃饱
喝足的小羊羔在太阳底下欢快地玩
耍，看到主人拿着装有牛奶的瓶子走
近，一窝蜂地挤了过来，未能挤到前面
的羊羔急得左跳右突，跳出了欢快的

“舞步”，煞是可爱。
为了保证家里的大小畜能够安全

跨过冬春两季，毕力格巴图储备了25
吨青储、35吨饲草和5吨酒糟，为来年
的丰收做足了准备。他说，虽然去年
冬天天气特别寒冷，但是没有影响接
羔工作。由于家里母羊膘情好，小羊

羔的繁殖成活率也特别好，目前为止
没出现损失。

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牧民张国军
在入冬前也提前储备了近100吨饲草
料。春节期间，他家今年的接羔工作
宣告结束。让张国军激动不已的是，
300只母羊接活了320只羊羔，成活率
达到 100%，有 20多只羊下了双羔。
他希望2021年的羊价保持平稳，这样
收入就能有保障，就可以适当地扩大
养殖规模。

去年冬季锡林郭勒盟各地普遍气
温较往年低，是历史上少有的寒冬，并且

部分地区降雪量也突破了历史极值。
为了保证牲畜安全过冬，锡盟牧民储备
了充足的饲草料，并提前开始圈养，保证
新春的接羔保育工作有序开展。

镶黄旗文贡乌拉苏木德思格图嘎
查的牧民苏乙拉图家也是陆续接了
60多只羊羔。“羔羊成活率高，母羊奶
水量也足，相信今年的收入能够突破
去年的30万。”他信心满满地说，备下
足量的饲草料一是为了接羔保育中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再就是想在春季休
牧期让草场多休息些时日，让草原生
态更好地得以恢复。

小羔羊跳出欢快的“舞步”

本报包头 2 月 15 日电 （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杨程宇）春节期间，
包头市东河区市民的新理念新风尚让
人感受到新时代消费趋势的新变化。

在维多利摩尔城，跨年狂欢购+音
乐会、“数我最牛”新年盲盒、“花漾星
年”快闪店等一大批新颖别致的促销
活动吸引着广大市民。“年前太忙了，
没时间玩，现在正好是假期，我就带着
女朋友出来看个电影，一会儿还打算
去海底捞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市民赵
小军一手牵着女朋友，一手拿着购物
袋，高兴地对记者说。

除了年轻情侣，还有很多父母带着
孩子前来消费。摩天轮、密室逃脱、VR
体验……在亲子乐园，市民刘秉德正与
孩子进行亲情互动。他说：“以前，孩子
过年最喜欢的是放炮，既不安全，又污染
环境，今年我家干脆没买炮，就想着带孩
子多出来体验一些新鲜的亲子项目。”

在维多利新天地超市，前来采购
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自觉佩戴口
罩，通过测温、扫行程码后有序进入。
货架上物品齐全，新鲜蔬菜、时令水
果、各类坚果等一应俱全，被分门别类

的摆放在显眼的位置。顾客韩茹说：
“往年春节，家里都要储存好几箱水
果，结果几天吃不完都坏了，今年，我
们不那样干了，因为超市天天开，想吃
什么，随时出来买新鲜的。”

面对疫情防控的新要求，东河区各
大餐饮企业积极拓展线上业务，网订年
夜饭成为今年的新风尚。“家里人多，做一
桌年夜饭特别累，收拾起来更累，所以今
年就干脆在网上订了一桌‘网络’年夜饭，
他们免费送到家，还提供上门收盘服务，
太方便了。”家住河东街道的邬建国说。

正月初四下午，记者在东河区各大
商业网点采访时了解到，除了烟酒、点心
和水果之外，当地的农特产品倍受消费
者青睐，沙尔沁镇的反季节西红柿、草
莓，河东镇的生态大米、石磨小米，均以
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我
特别喜欢吃沙尔沁镇产的西红柿，刚刚
下单买了一箱，炒菜、凉拌都行，酸甜可
口，老人小孩都爱吃。”市民周雅丽说。

与此同时，东河区各大商场均推出
了春节返利、打折等活动，各类娱乐项目
也不甘落后，持续升温。新理念、新风尚、
新消费成为东河区今年春节的最大亮点。

东河区：新理念引领节日消费新风尚

2 月 15 日，人们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塞上老街游玩。当日
是大年初四，呼和浩
特 市 玉 泉 区 塞 上 老
街、通顺大巷、大召步
行街充满了浓浓的年
味儿，吸引人们前来
逛街赏景。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欢欢喜喜
过新年

本报兴安 2 月 15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乌雅罕）

“现在手里有钱了，今年杀了头猪，买了
笨鸡和鱼，年货办得很充足。”走进扎赉
特旗阿拉达尔吐苏木沙日格台嘎查脱
贫户包前程的家，家里干净整洁亮堂。

屋外，包前程正在牛圈里忙着给
新接生的小牛犊饲喂草料。“这几天刚
下了两个小牛犊，还有两个基础母牛
也会在春节这几天产牛犊，我得全心
全力照顾好，这都是我们家的‘宝贝疙
瘩’呀。”包前程美滋滋地说。

2014年，包前程和妻子因灾致贫，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工作队
和乡村两级干部为包前程两口子制定
脱贫计划和发展项目，通过“菜单式”产
业扶贫为他家购买基础母牛，通过种养
相结合模式使收入逐渐稳定，人均收入
达到2万元左右，2017年成功脱贫。

“说实话，以前最怕的就是过年过
节，口袋里没几个钱，想准备点年货都
犯难。现在不同了，咱这日子越过越
好，想买啥就买啥，过年过节也像个样

子了！”包前程妻子高兴地说。
以前，包前程家住的是土坯房，阴

暗又潮湿，而且缺吃少穿，日子过得紧
紧巴巴的。如今，住上了66平方米的
新房，家电家具一应俱全。对于未来，
包前程更是满怀希望，准备大干一场，
利用闲置地发展庭院经济，让家人生
活得更好一些。

在阿拉达尔吐苏木，像包前程这样
的脱贫户共有469户1338人。阿拉达
尔吐曾是贫困的“北八乡”之一，是扎赉
特旗乃至兴安盟、自治区的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当时的贫困状况“三多三少”，即
土房危房多、老弱病残多、贫困人口多、
硬化道路少、产业发展少、集体收入少。

近年来，阿拉达尔吐苏木举全苏木
之力、集各方之智、下足绣花功夫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全苏木贫困户全部脱
贫。并采取各种措施，对脱贫户“扶上
马送一程”，千方百计巩固扶贫成果。
如今的阿拉达尔吐苏木一条条通村路
纵横相连，一盏盏崭新的路灯照亮村
庄，一张张农民的笑脸写满幸福。

“咱这日子越过越好”

2月15日，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
扩建工程间冷塔环形基础农历新年后复工开浇。该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
目，2020年5月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复工

2月15日，呼和浩特市，人们在东河冰场滑雪。当日是大年初四，记者在东河
冰场内看到，很多市民带着孩子体验滑雪圈、冰车等项目，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刺
激和快乐。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感受冰雪魅力

2 月 15 日，内蒙
古艺术剧院的演员在
内蒙古展览馆广场为
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据了解，为丰富呼和
浩特地区群众文化生
活，满足人民群众就
地过年的文化需求，
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热烈的节日氛围，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于
正月初一至初七举办

“2021 年迎新春为民
演出”活动，在内蒙古
展览馆广场、呼和浩
特 市 如 意 广 场 搭 建

“人民剧场”演出舞
台，开展文艺演出，共
演出28场。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28场演出
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