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牧骑是党领导的文艺工作队，是人民的文
艺工作队。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各地
乌兰牧骑抓好党史教育，牢记初心担使命，把每一支
乌兰牧骑建成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队”、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示范队”、党和国家为
民利民惠民政策的“宣传队”、“我帮你”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服务队”、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 力 量 的“ 文 艺 队 ”、全 区 最 强 党 支 部 建 设 的“ 标 兵

队”，通过文艺创作和表演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爱党爱国的思想，切实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和
对文艺的热爱，让“乌兰牧骑”这面红色旗帜高高飘
扬在兴安大地。

乌兰牧骑乌兰牧骑：：学党史践初心学党史践初心 服务人民在路上服务人民在路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
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在乌
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帽子广场，义勒
力特嘎查基层乌兰牧骑队员以文艺惠
民演出的形式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歌声在广场上
空飘荡，抒发了热爱家乡、赞美生活、
歌颂党和领袖的心声，让现场村民沉
浸其中。

为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地方戏”
的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往深里走，义勒力特嘎
查基层乌兰牧骑自编自排好来宝《建
党100周年》，通过生动的艺术形式，让
党的百年历程及丰功伟绩更加深入人
心，深受村民喜爱。同时，筷子舞《远
方》、扇子舞《跨上骏马唱赞歌》等精彩
节目陆续上演，赢得村民阵阵掌声。

“我们基层乌兰牧骑队员的演出

很精彩，让我从中感受到党的伟大和
革命成功的艰难，我要在党的领导下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领更多村
民致富奔小康。”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
嘎查妇联主席陈东丽说。

乌兰浩特市业余乌兰牧骑队员姜
秀梅表示：“我们将继续发扬乌兰牧骑
精神，边演出边学习，推出更多党史学
习教育文艺作品，把党的声音和关怀
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党史学习教育更
加深入人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浩
特市业余乌兰牧骑努力做好满足红城
群众文化需求和增强群众精神力量的

“文艺队”，通过“党史+文艺”的演出
形式，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党
史学习教育鲜活在基层，同时以快板、
小品、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
形式，将党的故事“唱出来”“演出来”

“展出来”，真正面对面、心贴心、实打
实地将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用一支支
轻盈优美的舞蹈和一首首动人心弦的
歌曲讴歌党的业绩，传递奋进力量，使

“红色文艺轻骑兵”这面旗帜更加熠熠
生辉，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
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籍云琦 唐潮）

乌兰浩特市业余乌兰牧骑

“党史+文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

乌兰浩特市业余乌兰牧骑在“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到人民中间去”基层
综合志愿服务演出中表演舞蹈。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将文艺惠民
下基层、政策宣传宣讲、“我为群众办
实事”“‘我帮你’志愿服务”等一系列
活动融入到党史学习教育中，以“党
史+文艺+服务”的形式走进基层、走
进群众，进一步激励人民群众坚定听
党话、感恩党、跟党走的信念。

创新突出“理论宣讲+文艺”的节
目特色和“我帮你”志愿服务教育实

践引导，通过演出现场有奖问答等形
式与现场观众互动，宣贯党史知识；
开展“学雷锋送温暖”庆祝建党 100
周年集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设立党
史知识竞赛环节，让群众在欢乐的氛
围中汲取知识，把精彩的文艺演出和
党史学习课堂搬到人民身边。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坚持推出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宣

传活动，如“雷锋精神传天下”“乌兰牧
骑+道德模范事迹宣讲”；开展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的“不忘初心
跟党走、唱支山歌给党听”“学党史，跟
党走，你的消防安全我守护”等一系列
党史宣传教育，在基层营造浓厚的党
史学习教育氛围。截至目前，“弘扬乌
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
志愿服务活动共开展60余次。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队员们努力
创编基层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
品，歌曲《草原的孩子》、舞蹈《草原儿
女心向党》、马头琴《黑慕日》等节目，
传播弘扬向善向上、拼搏奋斗、守望
相助的精神力量，赢得了广大基层群
众的充分信赖和热爱。

上传政策，下接地气。阿尔山市
乌兰牧骑队员们分别深入苏木乡镇、
养老院、社区、学校等地宣传宣讲为
民利民惠民政策，为群众发放法律及
党史学习读本。同时利用“网上乌兰
牧骑”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
进行宣传，形成“线上线下”文艺宣传
全覆盖。

（包玉莹）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

用好文艺宣传阵地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阿尔山市乌兰牧骑开展精品演艺进景区活动。

“乌兰牧骑这帮孩子都可好了，
大伙儿都喜欢看乌兰牧骑的节目。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希望能够看到
更多爱党爱国的节目，让我们真切地
感受到党就在我们身边。”观看完扎
赉特旗乌兰牧骑的下基层演出，一位
有着 12 年党龄的观众张事权给队员
们竖起了大拇指。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扎赉特
旗乌兰牧骑在走深做实上下功夫、出
实招，以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走村串
户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开展民族政策、
法律法规、科普知识、医疗服务等综合
性惠民活动，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持续服务群众。

每周五下午，扎赉特旗乌兰牧骑都
组织全体队员集中学习，开设“半小时
党史自修课堂”，同时，深入基层开展文
艺演出与群众互动学习。此外，联合基
层社区共同开展“学党史、感党恩、办实
事”主题党日活动、“我为党旗添光彩”
星级评定活动启动仪式等活动，与社区
党员干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学党史读
原著、观看党史学习教育视频等，进一
步提升党性修养，昂扬服务斗志。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坚持“群众看
什么就演什么”的原则，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的新需要、新需求，引领“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通
过坚持“乌兰牧骑+”服务形式，先后

联合各个部门单位，开展“我帮你·为
民办实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党旗高高飘扬——扎赉特旗乌
兰牧骑基层服务活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国家安全在身边”等主
题惠民演出服务活动40余场次。充分
利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互
动直播，并拍摄“微课堂”“演出晚会”

“下乡演出”等系列短视频 30余部，点
击率高达30余万次。通过“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送刊发精心录制的《唱支
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等新媒体作品，在线上线下为庆祝
建党10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大力弘扬“吃
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
休”的“蒙古马精神”，组织编导深入
农村牧区，顶风寒、冒雨雪，蹲点采
风、搜集英雄事迹，开展作品创作，先
后创作了以引绰济辽工程的移民搬
迁为题材的小品《婚房》，歌曲《你是
我唱不完的歌》等作品。在服务群众
方面，扎赉特旗乌兰牧骑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导向，为农牧民群
众提供“点单”式服务，深入社区集民
意、送暖心被、更换损坏毒饵站、宣传
疫苗接种知识等，在平凡中铸就服务
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激发新的生机
活力。

（宝志杰）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

为农牧民群众提供“点单”式服务

夏天已至，在科右前旗大地上，“红
色的嫩芽”已冒出新叶。一面鲜红的旗
帜迎风飞舞，身穿着艳丽多彩的民族服
饰，悠扬的歌声伴随着欢声笑语，这是
科右前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气息，更是
在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乌兰牧骑
队员们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连日来，科右前旗乌兰牧骑充分
发挥乌兰牧骑宣传阵地作用，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通过“党史+文艺”的形式走进基
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凝聚人
民群众与党同心同德的精神力量，打

造党史学习教育鲜活“新战队”。
科右前旗乌兰牧骑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丰富内涵，加强“六
队”建设，立足职能，结合基层演出，把
宣传宣讲与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
来，在每场演出的间隙，充分发挥“六
队”职能作用，现场为群众发放《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扫黑除恶、疾病
防控等宣传手册，为百姓们普及知识，
共筑安全防线。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科右
前旗乌兰牧骑队员努力创编基层农牧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歌曲《新

时代的红色轻骑兵》、舞蹈《杭盖情
韵》、好来宝《札萨克图奈热赞》等都深
受群众的喜爱，每开展一次慰问表演
活动，都坚持通过宣传群众、服务群
众，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增强感恩党、
听党话、跟党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为 360°全方位营造党史学习教
育氛围，结合“六队”建设，科右前旗乌
兰牧骑积极开展网上乌兰牧骑宣传活
动，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
各类文艺作品 30余部，观看总量达 10
万余次。同时，以乌兰牧骑队员为主
体，拍摄“乌兰牧骑队员的日常”vlog
视频网络日志，展示乌兰牧骑队员台前
幕后的点点滴滴和日常工作，展现了乌
兰牧骑队员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良好
形象。在线上推出民族舞蹈短视频作
品，引导带动粉丝参与活动，让区内外
群众感受民族舞蹈的独特魅力。

除此之外，科右前旗乌兰牧骑在5
月开展节假日进景区活动，使节假日
演出在全旗景区全面铺开，让游客们
在游玩赏景的同时，享受到文化“大
餐”。通过走进景区演出，丰富了基层
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王菲琳 盛玲玲）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突泉县
乌兰牧骑迅速响应、精心部署、积极行
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立足职能做宣传、志愿服务我帮
你、文艺惠民下基层”等一系列活动有
机融入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不断推进，
进一步巩固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突泉县乌兰牧骑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在“我帮你”文明实践活动和惠民演
出活动中创新性增加10项内容，同时，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进一步强化基

层党员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也进一步
提升基层群众爱党爱国的情怀，为庆祝
建党100周年营造节日的氛围。

突泉县乌兰牧骑充分利用本地红
色资源，用英雄的革命事迹教育人，并结
合乌兰牧骑发展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用乌兰牧骑老前辈爱岗敬业的精神鼓舞
队员，让乌兰牧骑精神传承发展。

为充分发挥乌兰牧骑服务、辅导、
演出、宣传、创新等多项职能，突泉县乌
兰牧骑先后开展了“百团千场下基层”

“铭记嘱托，感恩奋进”“我帮你”文明实

践活动、“党旗高高飘扬”乌兰牧骑走基
层等演出活动。突泉县乌兰牧骑党员
先锋辅导小分队从 3 月份成立至今已
完成近 30 场辅导任务，不仅丰富了基
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在基层营造起
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同时，结合
辅导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助力企业宣
传、开展科技讲座、线上直播卖货、宣传
防火常识、助力政策宣讲等，真正做到
了“乌兰牧骑+”综合服务。

突泉县乌兰牧骑队员创作以守墓
老兵汤吉祥为原型的歌曲《守着你》，
并录制党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以老兵
李树奎为原型的情景剧《春州那抹
红》，让英雄的革命事迹和红色精神永
远传承下去；录制 500 人合唱《赞歌》、
千人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歌声
赞美伟大的党，激励全县党支部凝心
聚力加强支部建设，用歌声唱出兴安
儿女对党的热爱。

截至目前，突泉县乌兰牧骑为近
20 个村屯及民间文艺团体提供了辅
导，惠民演出近 30 场，受众 5000 余
人。在文艺辅导的同时，对广大群众宣
传国家为民利民惠民政策，激发了全社
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力量。

（杨卫东 马金东 李迎辉）

5 月 1 日，乌兰牧骑队员送节目到
村，让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哈布斯台嘎
查的农牧民喜上眉梢。《牧民歌唱共产
党》《唱支山歌给党听》《不忘初心》等一
首首饱含深情、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
一段段优美热情的舞蹈，一句句发自内
心的关怀与问候，让哈布斯台嘎查的农
牧民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科右中旗
乌兰牧骑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小分队，积

极开展创作，以歌曲、舞蹈、好来宝、小
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
入全旗各苏木镇、嘎查村社区、部队、学
校等，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为农
牧民送上暖心的服务。

一直以来，科右中旗乌兰牧骑紧
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深入全
旗苏木镇、嘎查、艾里进行宣传、辅导、
惠民演出。同时，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充分发挥草原综合轻骑兵“乌

兰牧骑+”创新形式，组成“草原综合志
愿服务轻骑兵”小分队，深入基层，对
接群众需求，为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
问题。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已
开展下乡演出、入户服务、活动参与、
广场舞教学等志愿服务活动共 46 场
次，惠及农牧民群众 2 万余人。为基
层群众送去一场场文化视听盛宴的同
时，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科右中旗
乌兰牧骑以广袤无垠的科尔沁大地为
创作沃土，开展“扎根草原，情系人民”
创作活动，创作的乌力格尔剧目《草原
之子》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和认可。为使
农牧民深入感悟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创
作了党史讲述情景剧《不忘初心、牢记
党史》，以农牧民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表现形式，把党的故事讲好讲活。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队员们对乌
兰牧骑精神和乌兰牧骑肩负的红色使
命有了更深的感悟，大家总会聚在一
起，一遍遍地打磨作品。”乌兰牧骑党
支部书记布日古德说，“我们还将加大
文艺作品创新力度，将更多精彩的文
艺作品，更贴心的服务，送到农牧民的
心坎上。” （白雪枫 苏敏）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走进多兰社区开展“我帮你·为民办实事”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科右前旗乌兰牧骑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战队”

柳树川村书法爱好者将作品赠送给乌兰牧骑队员。

突泉县乌兰牧骑

让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走“新”又走“心”

突泉县乌兰牧骑指导村民排练。

科右中旗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让党史学习教育走进农牧民心中

入户演出让百姓心中暖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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