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全国两会——捎句话儿到北京

□文/图 本报记者 胡芳 邓玉霞
王塔娜

“苏利德，英雄史诗《格斯尔》主
要讲了格斯尔可汗镇压黑恶势力、降
服妖魔、造福百姓、保护美丽家园，使
各族群众共生、共存，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的故事。你要想唱好它，首先必
须了解它的历史。”

“我一定要学好《格斯尔》，将英
雄的史诗传唱下去。”

2月22日，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
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的演艺厅内，59
岁的民间艺人敖特根花正在教13岁
的苏利德说唱《格斯尔》。他们的唱
腔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柔情婉转，唱
到动情之处，只见二人双手紧握成
拳，胸腔随着节奏快速起伏。

古韵悠悠，师徒二人又一次回想
起习近平总书记到赤峰市考察时提
出的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让
《格斯尔》文化“一代一代接下来，传
下去的”殷切嘱托。

2019年 7月 15日，对于古典民
族史诗《格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敖特根花、苏力德等人来说，注定是
表演生涯中荣耀的日子。这一天，正
在内蒙古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赤峰博物馆现场观看了他们9人表演
的《格斯尔》说唱，并同他们亲切交谈。

“你们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
文化的厚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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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小
学生苏利德铭记至今。这个出生后
便听着格斯尔可汗传奇故事长大的
孩子立志，要为《格斯尔》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光大贡献力量。

《格斯尔》是蒙古族史诗，讲述格
斯尔为民除害、保卫平安、促进人们
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与藏
族的《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
尔》。2006年，《格萨（斯）尔》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苏利德从6岁便开始学
习《格斯尔》说唱，英雄格斯尔斩妖除
魔、守护草原的故事伴随了他整个童
年。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一直认为，能
够学习和传承《格斯尔》是无比骄傲
和自豪的事情。

《格斯尔》的广泛流传，离不开党
和政府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
力保护和传承。“目前，巴林右旗已形成
聚合史诗演述、祭祀民俗、那达慕、群众
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传
承系统。”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
展中心主任阿拉坦孟和介绍，巴林右旗
是蒙古族《格斯尔》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之一，当地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
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
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
200余部，同时实现了《格斯尔》读物、
舞台剧等优秀民族文化进入校园。

《格斯尔》以其历久弥新的魅力
感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采
访中，传承人们信念坚定，他们要用
初心守护，以匠心传承，让艺术瑰宝
常青不老、永生于世。“习爷爷的话我
牢牢记住了，我要和更多的小朋友一
起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
来。”苏利德说。

“将英雄的史诗代代传唱下去！”
□文/图 本报记者 胡芳 邓玉霞

王塔娜

“守好居民的小家，就是在为守好
祖国这个大家做贡献。我们要用小家的
和睦撑起祖国大家的和谐！”赤峰市松山
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吴
晓华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也倍感肩上责任重大。她说，社区三分
之一的居民是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社区，她最欣慰的是各民族
居民就像兄弟姐妹一样融洽和谐，真的
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2019年 7月 15日，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内蒙古首先来到了临潢
家园社区，了解了社区基层党建、民
族团结融合等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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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记者来到临
潢家园社区。进入社区，浓浓的少数
民族风情给人不一样的感受，这里不
仅设有民族风情展厅、民族团结进步
文化墙、民族风俗常识宣传长廊，还
可以参加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授课
程、蒙古语书法课，甚至可以学唱蒙
古语歌曲、学跳民族舞蹈……

“我们的毡画开始收尾啦，姐妹
们再加把劲儿！等大功告成，我给大
家炸果子吃！”

“那多炸点儿，给我那宝贝孙子
也尝尝！哈哈……”

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民族融合
之家的活动室里传来欢声笑语，原来
是来自蒙、汉、满、回等民族的妇女们
正在赶制毡画《民族团结一家亲》，她
们边做边唠，其乐融融。

此时，旁边的乌兰牧骑演出排练
厅内，队员们身着各民族的服装，正
在排练舞蹈《中国梦 石榴情》。

“我们姐妹们有蒙古族、汉族、满
族和朝鲜族，大家聚在一起唱唱歌、跳
跳舞非常高兴。社区给我们提供了展
示才艺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大家促进了
解、联络情感的地方。”副队长杨柳说，

“乌兰牧骑很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永
远不会过时。”总书记的这句话一直激
励着她和队员们，一年多时间，她们这
支队伍由原来的19人增加到66人。

临潢家园社区在当地率先打造
“少数民族之家”特色服务综合体，以
“家”理念、“家”关怀、“家”温暖，面向
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家”服务。“对
待居民要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这样
才能得到居民的认可。这是我这些年
社区工作最深的体会。”习总书记考察
提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期许和重
托，让吴晓华这个社区当家人更加坚
定了社区工作“家”服务的理念。

2019年，临潢家园社区被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社区”。社区成为各族居民在
文化上相互交流、情感上相互认同、
生活上相互融合的桥梁和港湾。

“小家和睦，大家和谐！”

临潢家园社区的妇女们正在赶制毡画《民族团结一家亲》。

小
学
生
苏
利
德
（
左
一
）
正
在
其
他
几

位
传
承
人
的
指
导
下
说
唱
《
格
斯
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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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江宏

目前，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
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和全面加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已经全面
启动。针对这项重大工作的重大意义
和法律依据，记者采访了内蒙古社科
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孟荣涛。

记者：如何理解教材建设是国家
事权？

孟荣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教
育放在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强调“教育兴则国家
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贯穿各个教育
阶段的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
是老师教授和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
在教育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
职责为抓好顶层设计，健全中国教材
体系，提高教材质量和水平，更好发
挥育人功能。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
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明确
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建设

的准则就是落实国家事权，“体现党
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先进成
果，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
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
育目标实现”，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记者：阻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教学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孟荣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予以警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结伙斗
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者破坏校舍、场
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如有故意歪曲政策，煽动
民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
游行、示威以及煽动、策划非法集会、
游行、示威；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媒介

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

记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是否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
言文字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民
族教育条例》相违背？

孟荣涛：《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
言文字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民
族教育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内蒙古实际
而制定，充分保障内蒙古各族群众的
权利。《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
工作条例》旨在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
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
促其繁荣发展，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更
好地发挥作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
育条例》鼓励建设民族特色重点学科
和专业、设立民族预科班、制定蒙古语

言文字教材、普及民族文化教育，为培
养研究型、创新型、应用型少数民族优
秀人才和蒙汉兼通的高素质人才保驾
护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宪法具有
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
地方法必须服从国家法，地方性法规
和自治条例必须服从上位法。

我国是多民族大家庭，民族语言
达 80种以上、文字 30种左右，多语
言、多方言、多文种成为一大特色，使
用人数最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
然成为各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首要
工具。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全面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
作，能够消除交际障碍、增进情感交
流、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有
利于各族学生走向全国充分就业，促
进各民族走向现代化。这不仅符合各
族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更能
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有利于促进各民族走向现代化

□本报记者 苏永生

这几天，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
七年级语文教师苏日古格正忙着参
加呼和浩特市教研室统一组织的民
族语言授课教师业务培训。

新学期开学在即，她一边参加培
训，一边做着开学的授课准备。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有利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
进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符合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有利于各族群众享受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教育，促进各族学生走向
全国，充分就业，促进各民族走向现
代化。”苏日古格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在民
族语言授课学校上学的苏日古格从小学
三年级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苏日古格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上小学时父母骑自行车送我上
学，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认读一个个街
面商铺牌匾上的文字。上中学后，当
我学习王安石写的诗《泊船瓜洲》，读
到“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诗时，我不
禁佩服王安石仅用一个“绿”字就做到
了寄情于景，情景交融。通过学习，我
对古典诗词更加喜欢了。在中学的学

习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语文老师郭
老师为我们讲的《安塞腰鼓》那一堂
课。上课时，郭老师用动人的语言、传
神的动作再现了文章中热烈的场面，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这堂课让大家
毕业数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回味无穷。

上大学后，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
进一步学习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
学习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到学
习古代、当代、现代、国内、国外文学；
从抬肘端坐学习毛笔书法到钻研硬笔
书法、练习粉笔板书，大学期间学习的
每一堂课都向我展示着中华传统文化
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参加工作后，作为民族语言授课学
校教授《语文》课程的教师，我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刻了，同
时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一方面我认
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增加自
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另
一方面，我积极参加国家、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组织的各种培训，提高自己的教
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我积极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的学
习兴趣，引导他们阅读经典读物，多读
书、读好书，让他们在阅读和学习中华
传统文化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将全
力以赴做好教育教学工作，争做一名
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的合格教师。”
苏日古格说。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伴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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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及庆玲）
3月 1日下午，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举行结业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林少春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杨伟东主持。

林少春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要充分
运用好研讨班成果，积极转化为推动工
作的强劲动力和实际成效。要把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融会
贯通起来、一体学习贯彻，将走好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贯穿始终，将筑牢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和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建成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为
目标任务，明确发展思路、优化发展布
局、完善发展政策、创新发展举措。各
地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确保各项工作既符合中央要
求，又紧贴自治区实际。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宗旨、问
题导向、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找
准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突破
口，加快融入国内大循环、畅通内外双
循环。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做好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及时防范化解发展中面临和潜
在的各种风险。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善于用
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洞察政治后
果，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决定
的坚决执行、禁止的坚决不做，不折不
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内蒙古
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践行

“两个维护”。
结业式上，8位同志进行了交流发

言。

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举行结业式

林少春讲话 杨伟东主持

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冯雪玉）
2月28日，自治区召开盟市工作汇报会
议，听取各盟市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
安排、重大项目开工、续建、谋划推进及
能耗“双控”工作落实情况汇报。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张韶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要抓好重大项

目开工、续建、谋划推进工作，抓住政策机
遇、聚焦产业链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
快推动项目落地投产。要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解决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要主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
部要发挥头雁作用，落实重大项目月调
度、领导包联、考核监督和“红黑名单”等
工作机制，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
长，确保“十四五”良好开局。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全力以
赴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抓好安全生
产防范、防火、备春耕生产等工作。

自治区政府召开盟市工作汇报会议
张韶春主持并讲话

□李振南

简政放权这么多年来，我区也做
了不少工作，但“卷帘门”“弹簧门”

“玻璃门”等依然不同程度存在，门槛
多、关卡多、路障多等问题也依然突
出。究其原因，在于某些部门小账算
得倍儿精，大账却拎不清。

简化审批手续能够减少审批时
间，减少审批事项能为企业降低成
本，失去了部门的小利、个人的私利，
换来的不但是障碍减少、效率提高，
还可能是地区发展的大利……这些
道理某些部门难道不懂吗？显然不
是。他们之所以不推不动甚至推也
不动，是因为优化营商环境于他们而
言，是割肉，是动奶酪。

“算小账”的危害，在于“因小失
大”。试想，如果每个部门都只顾着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把“小算盘”打得噼
啪乱响，部门利益是保住了，一个地区
的营商环境可能就会整体塌方。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优
化营商环境，不光要面对来自党员干
部思想作风的阻力，还要面对来自某
些既得利益部门的重重阻力，可谓难
上加难。正因如此，我们更要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要害处下猛药的魄力，
让这些部门丢弃手里的“小账本”和
心中的“小算盘”，站在自治区发展大
局上思考、谋划和行动，才能把优化
营商环境的翻身仗打好、打赢。

小账算得精不如大账拎得清

本报包头 3 月 1 日电 （记者
吕学先）在包头市昆都仑区，居民刘
先生一直想开个属于自己的餐馆。这
两天，听说区里推出新措施，对新开办
企业实行“三费全免”，他算了一下，仅
此一项比之前可节省费用320元，同
时减免的税控设备服务费，每年又可
节省220元。依据新政策，政务服务
全年不打烊，双休日也可办理业务，这
让平时忙于工作的他觉得更方便了。

从2月21日起，昆都仑区政务服
务中心对企业推出的“三费全免”业
务，包括了公章免费、税控设备免费、
发票邮寄免费。“2020年，昆都仑区企
业、个体工商户新增8400多户。预计
今年新增市场主体将达到9000户左
右。”昆都仑区政务服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徐永昕介绍，昆都仑区政府今年将投
入300多万元实现三项买单政策，激活
市场主体活力。在去年公章免费的基
础上，扩大至开办企业所有印章全部免
费发放。同时，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
的税控设备，同步减免每年220元的服
务费。此外，对纳税人而言，只需登录
电子税务局即可实现“全程网上办”并
享受“邮政配送”服务。

聚焦“省少快好”，包括“三费全
免”在内，昆都仑区按照包头市“打造
全方位深层次一流营商环境”要求，推
出首批8条新举措，大幅降低交易成
本，突出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让政策
措施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强。

其它7项措施包括行政审批事项
申请材料费用全免，做到申请材料审
批要件复印全免费、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证照工本全免费；率先推进流程再
造。梳理区本级审批和服务事项，形
成 77项“我要办”套餐服务，2月 24
日同步在网上公布，突破“我要办”中
流程多、要件多、审批多、多头跑、反
复跑等难点和堵点；容缺受理+告知
承诺，实现即来即办，减少服务对象

“折返跑”次数，解决群众和企业“缺
件难办事”问题；政务大厅双休节假
不打烊；“5G+智慧政务大厅”24小时
在线，打造全市首家全年“不打烊”的
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政企通”提供
企业全链条服务。2月23日起，智慧
昆都仑“政企通”平台上线运行，包含
企业管理、政策服务、企业办事和大
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通过PC、手机
两端、“钉钉”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渠
道，对“四上”企业“一对一”服务，中
小微企业开通专属服务通道，形成政
企问题反映、收集、交办、落实、督办、
反馈的闭环链条；建立园区3+1集成
式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建立“投资项
目咨询服务组、项目建设会商制度、
投资项目异地受理点+为工业投资项
目全程领办帮办代办”服务体系，为
园区企业提供同标准、无差别的审批
服务，形成项目审批一张网、审批服
务标准化、套餐服务集成化模式，扎
实推进园区项目建设良好局面。

企业开办零费用！
昆都仑区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8条新举措

短评

优化营商环境 净化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