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克托县委组织部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全国两会新闻。 张玮 摄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实习生 付饶

这几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在呼伦贝尔市各旗县区广大干部
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一致
表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要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这为基层嘎查社区开展好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巴尔
虎左旗嵯岗镇机关党支部书记特尼
格尔说，党史学习教育要做到规定动
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用好学
习载体，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

心，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党员干部走出大门，和群众当“近
邻”，多听意见办实事、群策群力解难
题，让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
高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本领，为人民群
众带来更多“幸福增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算起的生
态账，让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
猎民范索深受鼓舞：“我们长期饲养
驯鹿，森林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停伐后，驯鹿可以在森林里开心地撒
欢，我们也能享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
生态红利。”近年来，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和“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使鹿文化
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敖鲁古雅鄂
温克族乡大力发展旅游业，全力打造
以民俗文化多样性、驯鹿产业唯一性
的常态化全域旅游特色小镇。越来
越多的猎民家庭依靠发展旅游业增
收致富，奔走在幸福的小康路上。

砥砺奋进新征程
接续奋斗谱新篇

□本报融媒体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保护好内蒙古生态环境，筑牢祖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在科右中旗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时节，巴彦
淖尔苏木双榆树嘎查的稻田种植户
们开始忙碌起来，选种、扣棚、育秧
……各项生产准备工作正紧张有序
地进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保护好内蒙古生态环境，这几年，
在‘吃生态饭’的战略定位指引下，
我们科右中旗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
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
之路’，‘昔日盐碱地，如今米粮川’
的成功探索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双榆树嘎查
驻村第一书记韩军感慨道，“双榆树
嘎查‘两委’班子不断尝试如何继续
做大做强水稻产业，让农牧民的腰
包更鼓一些，让群众致富的脚步更

坚实一些。”
作为兴安盟唯一的牧业旗，近

年来，在“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思想指导下，科右中旗在采取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划区轮牧、封山
禁牧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大力推
行舍饲养殖、饲草种植加工、秸秆转
化，探索出一条“禁牧之下，让草原
增绿、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生态
循环发展之路。

“饲草配套、种养结合有力地破
解了保护生态和发展畜牧业之间的
矛盾，蓄势演绎着为贫瘠土地‘增
绿’、为百姓‘添金’的蝶变。”科右中
旗委副书记、旗长郭堂说，去年，生
态环境部公布了第四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科右中旗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继续以

‘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的
战略定位为主线，做好‘生态、肉牛、
文旅’3篇大文章，共同保护来之不
易的生态建设成果，让科尔沁草原
碧波荡漾，让生态文明的‘科右中旗
答卷’更加优秀。”郭堂坚定地说。

点“绿”成“金”
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苏尼特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与额仁淖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牧民斯琴毕力格
一家，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在
锡林郭勒草原上引起强烈反响。

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教
师办公室，高一级部副主任马建
梅一边用电脑回看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新闻，一边认真做着笔记。
她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激励着我们为实现教书育人的重
要使命而奋斗，更要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培养优秀人才
而努力。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时
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做好表率，当好教书
育人的带头人。”

牧其尔是锡林浩特市蒙古族第
二小学教师，作为一名具有十几年
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她经常通过
各种创新性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学
生们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树立爱国
主义思想。去年秋季，牧其尔承担
了一年级国家统编教材教学工作。

牧其尔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
魂。这句话已在我心里生了根、

发了芽，不停地在耳边回响。
“内蒙古的民族团结模范自

治区荣誉太珍贵了，我们一定要
倍加珍惜、继续发扬民族团结的
光荣传统。作为一名教师，我一
定会立足本职，在教育教学中，以
身作则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工作，在推行使用国家统
编教材工作中，始终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牧其尔如是说。

李佳是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
党委书记、主任，在十几年的社区工
作中，她始终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第
一要务，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
准，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
已经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部
署，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我不
仅自己要加强党史学习，也要不
折不扣抓好社区党史学习教育，
更加坚定社区党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和决心。”李佳说，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名社区工
作者，一定要做到串百家门，知百
家情，解百家忧，暖百家心，时刻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
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居民群众的
幸福生活贡献力量。

当好带头人
为伟大事业培养优秀人才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北村党支
部书记高凯杰，前不久荣获了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回到
家乡后，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带领乡亲们实
现更好的发展。

在聆听和认真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后，高凯杰的
思路逐渐清晰了。她说，通过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让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更
加坚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
心和决心。作为一名村支书，我
和乡亲们会把脱贫摘帽作为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继续带领
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发扬脱贫
攻坚精神，全力推进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北村
更美、乡村更兴、村民的腰包更
鼓。

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萨
如拉塔拉嘎查驻村工作队队员刘
杰说：“我见证了萨如拉塔拉嘎查
脱贫目标的如期实现。聆听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感受
到了巨大的鼓舞。站在新起点，
我们会和牧民一起奋斗，因地制
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增加牧民
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更好更
大的发展。”

对于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
嘎苏木巴彦敖包图嘎查党支部书
记、嘎查长乌力吉巴雅尔而言，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是为他
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了方
向和遵循。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
家统编教材。我认为，我们自治
区在民族团结进步方面有光荣
传统，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
荣誉，全面推行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和国家统编教材是中华
民族发展的根基。以后的工作
中，我们要积极宣传和推行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
作，抓好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老百
姓谋幸福。”

让乡村更美更兴
让村民腰包更鼓

根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群众收看全国两会新闻。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摄

嘎查牧民们自发组织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全国两会动态。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新军 摄

阿巴嘎旗白音图嘎苏木瑙木干嘎查优秀护边员哈斯巴特尔一家通过收看电
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实习生 丁玉龙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在呼
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不懈奋
斗。引导学生学习党史，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光荣传统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教育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养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托克托县教育局局长秦禄说。

古城镇北台基村党支部书记云
怀青表示，作为北台基村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的负责人，我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投身到党史学习教育中，把红色
历史作为最鲜活的教材，用心、用情
讲好每一个红色故事，让更多参观
者了解党史、学习党史，将革命前辈
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传递给每一位
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群众。

内蒙古久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李俊胜说，作为民营企业党
支部，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党组织部
署要求，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主动学、
创新学、扎实学，以学促进，以学促发
展。以党员学习带动广大干部职工一
起学，营造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让党史学习教育成为公司的新风尚，
成为公司发展的助推器。

托克托县乌兰牧骑队员纷纷
表示，要以总书记讲话为指引，在
学思践悟中汲取智慧力量，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运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作排演更

多优秀作品，不断凝聚起团结奋进
的力量，在助推托县高质量发展中
贡献“红色文艺轻骑兵”力量。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分析自己
的优势领域和短板不足，推动相关
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托克托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肖文伟
表示，托县作为首府工业发展主战
场，我们要找准战略定位，进一步夯
实工业园区发展基础，聚焦“锻长
板、补短板”，大力实施产业链、供应
链提升行动，不断培育煤电灰铝、生
物制药、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动
能，构建首府现代能源化工产业基
地，打造自治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产
业集群。我们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
难、优化服务，推动更多强链补链重
大项目落地达产，切实为托县走好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贡献力量。

托克托县农牧局局长张小平
表示，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切实
将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做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土默川平原
得天独厚的农牧业发展优势，走好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道
路，把绿色作为农业发展的底色，
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加强农
牧产品品牌管理和保护，提高葡
萄、辣椒等“托克托美味”区域品牌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努力打造黄河

“几字湾”独具特色的旅游风情带
和农牧业发展黄金带。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新营子镇副镇
长崔喜乐说，“下一步我们要着力思
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带领群众
创造新生活。新营子镇作为农业大
镇，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农
户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以产业振兴
为乡村发展赋能。”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力量
以产业振兴为乡村发展赋能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郝雪莲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
心，催人奋进，对我们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把握国家教育体育发
展大势、推进地区教育体育事业发
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几天，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教育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贺占平通过网络一
次又一次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倍受鼓舞。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教育体育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纷
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
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
须从娃娃抓起。认真做好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
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深入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对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责
无旁贷、责任重大。

从去年秋季开学以来，伊金霍
洛旗教体部门通过系列配套措施推
进民族学校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全
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工作。至今以公开招聘、旗内调剂
相结合的方式补充教师15名，选配

骨干教师参加“示范性种子教师”等
系列培训；建立优质学校与民族语
言授课学校对口帮扶、联盟共建机
制，教师结对互助、集体备课、共同
交流研讨，提高了教学水平；同时选
拔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
优质普通学校干部担任民族学校副
校长，增强了结对帮扶实效；名师工
作室成员、蒙汉教研员全部参与到
指导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统编教材教
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此外，全旗各
学校组织开展“爱国主义”主题升旗
仪式、民族团结系列活动等，加强了
对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同时，在全旗范围内组织学生、
教师和家长参与推行国家统编教材
和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教学工作专题培训会，增强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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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铸牢师生家长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将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贺占平
说，“同时继续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
作用，深化教育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做好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和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发展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确保‘十四
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部门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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