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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爽

“龙息”“龙一”“龙俊”……这些可
爱的名字，属于一条条威武雄壮的警
犬。2月16日一大早，天还未亮，呼伦
贝尔边境管理支队陈巴尔虎边境管理
大队的警犬们已经开始在犬舍内窜来
窜去。“嘘！”哨音一响，原本不安分的
警犬们一下竖起耳朵，齐刷刷地望向
哨音传来的方向，训导员挨个认领各
自的警犬去吃早餐。

早餐结束后，训练开始了。
“‘龙息’，准备好了没？”训导员

权猛拍了拍站在面前的马里努阿犬
“龙息”，“龙息”半俯下身子回应着
权猛……今天，“龙息”和伙伴们照常
进行坐、卧、立、延缓等训练。训练场
上，警犬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认真地
完成了每一个动作。“没有勤务，就训
练。”权猛解释道，在警犬的心中没有
春节“打烊”的概念，经过前期的准备
和训练，警犬的身体和精神处于最佳
工作状态，春节期间，每天平均巡逻近

20公里。
1997年出生的权猛2020年刚刚

加入警犬工作队。“去年国家移民管理
局组织警犬班培训，我就申请参加培
训工作，开始带‘龙息’。”每每提到

“龙息”，权猛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带警犬就像带小孩一样，每时每刻都
要操心。”权猛说，在长时间的相处中，
他和“龙息”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胜似
亲人和战友的特殊感情，他非常珍惜
和“龙息”互相陪伴的日子。

训练结束后，根据大队工作安排，
权猛带着“龙息”开始了对边境一线重
点地段安保巡逻的任务。在权猛看
来，与警犬一起巡逻执勤是工作常态，
不仅仅是在春节期间，无论何时，训导
员和警犬都谨记着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的职责使命。

今年春节，是权猛和“龙息”合作
的第一个春节。春节前，大队采购的
年货里有犬粮、训练用球、犬用沐浴露
和消毒液等生活训练用品，民警们希
望警犬在新一年里拥有新的装备、新
的环境，干净舒心的迎接新年。

警犬上岗 守护平安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来到赤城驻防两个月了，指战员
们都斗志昂扬。作为带队负责人，我
想说，我们在这里会过好年，也会站好
岗，请家人们放心、请祖国放心！”2月
17日，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驻河北省
张家口市赤城县机动驻防大队大队长
柳春明通过视频和记者说。

有“首都水源地、山水林泉城”之
称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东临承
德，北靠坝上，南与北京山水相依，是
河北省14个环首都县之一，林草覆盖
率达 83.11%，紧邻 2022年北京冬奥
赛区场地，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
生态环境支撑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两个月前，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

森林消防局的安排，内蒙古森林消防
总队从呼伦贝尔市支队抽调了一支
150人的队伍来到赤城县驻防。这支
跨越1700余公里执行跨区机动驻防
任务的森林消防队伍，在春节期间依
然坚守岗位、忠诚奉献。

通过视频记者看到，在营房驻地
内外，张灯结彩、窗明几净，节日食谱
也是格外丰盛，一派喜庆的过年气氛。

入伍第 19个年头的三级消防长
王启辉来到了镜头前：“我说两句，小
时候过年的记忆是姥姥手里的一把瓜
子和拿着压岁钱赶快买一串儿鞭炮的
祝福！作为刚刚完成从部队转隶为职
业消防员的我们，会时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
旗时的训词，这次跨越千里执行驻防
值守任务，就是对我们这支队伍的考

验，这样的过年经历是一生的美好回
忆。”

“我要当爸爸了！来河北驻防前
我和你兴奋地看着彩超，一起见证新
生命的到来。一个多月过去了，视频
通话看着你说难受，孕期反应大，视频
对面的我也是心疼，但懂事的你只会
让我宽心，说这些你都能承受得来，在
这非常时期，感谢有你的理解和支
持。”来自呼伦贝尔海拉尔的年轻小
伙、四级消防士孙铁成愧疚的给妻子
发了这条微信。

小孙凑到镜头前说：“我的使命光
荣，只有在这里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
父母和妻子，对得起还未出生的孩子，
一家不圆万家圆，何况这么多战友陪
着，家人们这么支持我，还有什么可抱
怨的呢？”

“4971、4972，现命令你们迅速转
入一级战备，换着防火服！”这时，对讲
机传来的命令声让正在和记者视频的
20中队值班员当即吹响了紧急集合
哨。

“赤城县东万口乡因生活用火处
理不当发生森林火灾，上级命令我们
驻防队伍出动90人向任务区域开进，
各中队组织登车！”

正如大队长柳春明所说，这 150
名森林消防员作为跨区域综合救援机
动力量，要最大限度发挥拳头作用，加
快队伍转型升级和任务拓展的实践探
索，实现由固守一地的属地力量向机
动灵活的国家劲旅转变，以家国在心、
使命在肩的责任感、使命感，当先锋、
打头阵，随时准备迎接重大任务和多
种应急救援任务考验！

祖国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们的阵地！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打喷
嚏、捂口鼻、喷嚏后、慎揉眼”“室内勤
通风、室外少聚集”“远离野生动物、食
物煮熟再吃”……春节期间 ，由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录
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小视频在
当地广为流传。副队长扎那说：“新春
佳节，人们走亲访友、拜年串门，人流
量难免会增大。所以，我们创作和录
制了多个小视频，号召人们过一个祥
和安全的新春佳节。”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锡林郭勒盟
创新性地提出并开展乌兰牧骑精细化
管理工作，逐步建立管理目标科学、管
理流程精细、工作要求具体、职责任务
明确、运作机制高效、考核评价有力的
乌兰牧骑长效管理机制，使全盟13支
乌兰牧骑更加旗帜鲜明地履行“演出、
创作、宣传、辅导、服务、传承、创新、交

流”职能，切实让乌兰牧骑事业更上一
层楼。

2020年，锡林郭勒盟13支乌兰牧
骑深入农村牧区、边远地区、基层单位
开展公益性演出1215场次，观众达60
万人次；创作文艺作品349部，其中舞
台剧《朱日和情》成功入选2020年度
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1部作品
入围“全区乌兰牧骑原创经典作品传
承工程”。锡林郭勒盟各支乌兰牧骑
还以“乌兰牧骑+”的方式，组建“草原
综合服务轻骑兵”队伍，整合文化、科
技、卫生、扶贫、司法等部门资源，积极
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
去”基层综合服务活动，为基层群众带
去文艺演出、文化辅导、政策宣讲、医
疗服务等综合性惠民活动800余场。

就在 2 月 15 日，也就是大年初
四这一天，正蓝旗乌兰牧骑队员们
利用假日时间，分派小分队走进桑
根达来镇开展“百团千场”下基层惠
民演出。 ■下转第2版

把党的政策方针送到基层

开栏的话：
3月4日和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

分别在北京召开。过去的一年，我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牢记初心使命、
依法担当作为，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本报今起开设“履职一年间”专
栏，讲述他们过去一年的履职故事，探寻他们的履职之路。

□本报记者 章奎

春节假期，驻我区全国人大代表
史玉东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建
议上。“作为一名来自奶业领域的全国
人大代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履职行
为，为推动国家奶业振兴、助力全行业
高质量发展做点事。”史玉东说。

2020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史玉东
一回到岗位就马不停蹄向同事们宣
讲、深入社区宣讲、到联系的机关单位
宣讲，第一时间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带给大家。

作为一名奶业公司科研人员，史
玉东的日常工作很忙，“身为一名人大

代表，我工作的时候会随时注意倾听
大家的心声，把大家所想所需收集起
来。”史玉东说，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
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有什么问题都愿
意向他反映。

史玉东积极参加各类代表活动，
不但列席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人
代会，还参加各级人大代表的视察活
动和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活动，认真履
行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

一直以来，史玉东都非常关注国
内的奶牛育种问题。今年，他要带到
全国两会上的建议同样与此相关。

“受到国际疫情影响和奶牛进口
政策限制，国内奶牛数量不足；另一方
面， ■下转第2版

史玉东代表：为奶业振兴做点事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包头市成立了推行国家统编教材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落实好教师招聘、
经费保障、教师培训、结对帮扶、宣传教
育、舆论引导、家校共育等工作。”2月
15日，包头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文科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教学需求，包
头市一方面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为4
所民族语言授课学校补充教师36名；
另一方面补充自治区特岗教师 8名。
同时，通过全市中小学调剂的方式，遴

选储备预备教师40名。
为更好地全面推行三科统编教

材，包头市对到岗教师全部进行岗前
培训。作为一名特岗教师，王晓亦参
加了为期 90 天的培训。培训分 4 个
阶段进行，目前已完成为期20天的第
一阶段线下集中培训。王晓亦说，培
训聚焦新教师专业发展核心素养和教
育教学基本能力，有实操性、实用性
和实效性，对新任教师来说，在领会

政策、践行师德，理解课标、把握教
材，注重实践、提高技能等方面都非
常有帮助。

教材配备方面，包头市教育局与统
编教材出版发行单位积极对接，目前，
三科统编教材全部备齐备足并已送达
各民族语言授课学校，今年春季开学
前，三科统编教材将全部发放到位。
此外，包头市教育局已研究制定《包头
市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三科教

材教学指导意见》，教研部门针对课程
设置、课时安排和教学要求都作出部
署。

包头市还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
为期3个月的“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教育活动，
让师生们对推进统编教材工作有了更
深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学习的统编教
材贴近我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
有利于我们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包头蒙古族中学学生都兰娜认为，统编
教材不仅有深度、有广度，还很接地气，
可以很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
小培育良好的意志品格。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培育良好意志品格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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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一年间

□本报记者 徐跃

远望大青山，峰峦起伏，连绵不
断，八大高峰依次排列，五大沟与数条
支沟穿插其间，我们要寻访的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就位于大青山深处。

这里是雄鹰翱翔的地方，也是无
数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

一座红色外墙包裹的“大青山抗
日游击根据地展馆”静静地守候，迎接

着一批又一批访客。追忆红色记忆，
缅怀革命先烈，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
一员，以一名听众的身份“亲历”那段
岁月——

两昼夜冒雨急行军、横渡泥沙
淤积的浑河、百余里夜袭红沙坝火
车站……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冲破重重
阻碍，与主力部队会合的故事，让我们
震撼！

■下转第2版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点燃青山烽火 旗帜高高飘扬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2 月 17 日，民间艺人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召
广场上表演。当日，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 2021 年春
节、元宵节群众性文化活
动启幕。本次活动将一直
延续到 3 月 14 日，期间将
组织开展一系列创意新
颖、内容丰富、贴近百姓的
民俗文化、展览展示和文
体娱乐活动。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民俗闹新春

2月 17日，孩子们在内蒙古岱海国际滑雪场滑雪，在冰雪世界中度过春节
假期。凉城县岱海国际滑雪场位于卧佛山北坡，占地 5.8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2100米，雪道落差 500米，雪道面积 40万平方米，现已建成高、中、初级滑雪道、
教学道和娱雪道12条，雪道总长度14000余米。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加油，少年！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记
者 白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二季）将于18日起在央视综
合频道播出。节目涵盖党员领导干
部党性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发展理念、中国梦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
季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
最新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
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
和文化价值，以创新手法展现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
领袖风范和为民情怀。

12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
人民”“胜寸心者胜苍穹”“留取丹心照汗
青”“为官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报
国”“一言为重百金轻”“自强不息日日
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花齐放春满

园”“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
天”“直挂云帆济沧海”为题，聚焦初心、
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创新、绿
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
片、经典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
典诵读五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
景交融、深入浅出的思想启迪和真挚情
感传递的平台，由七位主讲人和五位释
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
处背景、历史故事和现实意义。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将播

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