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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深刻指出，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
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坚
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坚定豪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关
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道路前进的坚
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
目，许多呐喊和高歌犹在耳旁。走过风
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
胜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
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社会
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世

纪40年代，古老的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
炮打开了国门，中国命运从此进入前所未
有的悲惨境地。几乎是同样的年代，在资
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欧洲，马克思、恩
格斯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
进步事业的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
人宰割。“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
神州”。谭嗣同的这句诗，字字血泪、字
字彷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
运动、辛亥革命……中国人在黑暗中苦
苦摸索救亡图存之路；改良主义、自由
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
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
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
方案都试过了，却又屡屡化为泡影。一
条条道路都探寻了，却撞得头破血流。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水深火热，第
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义文
明看似美好的幻象。无数仁人志士一

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国的出路
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场伟大的历
史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历史之诺！封
建社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进行
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布新。帝国
主义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
几万万劳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宣示：“十八世
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
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
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
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年
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
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
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
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20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岁的

陈望道在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的柴房
里，废寝忘食两个月，第一次完整译出
了《共产党宣言》，首印1000册即刻售
罄，到1926年重印再版达17次之多。
先进的、不屈的中国人经过反复比较、
反复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
救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渝的志向。

1921年 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念、
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
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
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
曾经困顿无望的中国就有了方向！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夏明翰在

汉口被捕，英勇就义前给妻子写信诀
别：“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
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
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
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

寰。”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像夏明
翰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而不悔、
坚信革命理想一定会实现的烈士，何止
千千万万。他们一旦认定了信仰和主
义，就再也没有彷徨过、动摇过，不惜用
青春和鲜血浇灌“共产花开”。

这个信仰和主义，闪耀着理想烛照
人心的光芒。《共产党宣言》描绘道：“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新世界里，人
的价值居于第一位，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劳动光荣、劳工至上，人人平等富
足，彼此亲如一家……这是超越资本主
义世界的新世界，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向往的“天下大同”，吸引着无数先进
分子心驰之、神往之、践行之。

这个信仰和主义，揭示着社会发展
演化的规律。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
者生、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代
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经过科学理论武
装、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党，就具备了引
领社会变革、推进正义事业的自觉，就具
备了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力量。

这个信仰和主义，指引着革命走向
胜利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分析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鲜
明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的压迫，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力
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
和一定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
级是领导力量、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
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两个阶段进行……这些科学认识，
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引
领着中国革命澎湃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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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宣言

本报赤峰 6月 6日电 （记者
王塔娜）5月19日晩，赤峰市委常委
会议室灯光明亮，10多名市级领导
正在这里集体学习党史。他们时而
凝神阅读，时而提笔记录，时而在书
上圈画批注，整个会议室显得格外
安静。“学习夜校”是赤峰市党史学
习教育的一个缩影，如今全市干部
群众通过示范带动学党史、覆盖基
层讲党课、结合实际悟思想，真正做
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把党史丰厚营养转化成为发展的动
力。

抓住关键少数，示范带动，领学
促学。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学促学
作用，以上率下，切实形成一级做给

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学的鲜明导
向。市级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做好表率，组织开办“学习夜
校”，带头学习4本必读书目，每周三
晚7时至9时固定时间集中自习，通
过做标记、划重点、写体会等方式真
学深悟，形成潜心自学的良好氛
围。在市级领导干部的带动引领
下，市直及旗县区处级领导干部，以
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阵地，带着感情
真情学、带着问题探究学、密切联系
实际学，确保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目前，全市各地区各单位已开办“学
习夜校”4400余场，举办专题读书
班2300余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4800余次， ■下转第2版

赤峰市：真学深悟从党史中
汲取奋斗力量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梅刚
王宇婷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破解基层
治理难题，5月10日，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发出《关于贯通“四个中心”全力开展

“我帮你”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依托自治区
“草原云”融媒体平台，贯通旗县级融媒
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便民服
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内蒙

古日报社组织成立项目推进工作组
及专业技术团队，赴旗县（区市）指导
推进贯通“四个中心”，同时依托“草
原云”技术开发新的技术模块，推动

“我帮你”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依托“草原云·我帮你”为民服务

联动平台，全区 18 个试点旗县（区
市）闻令而动，整合优化“四个中心”
优势资源，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机
制， ■下转第2版

“‘草原云·我帮你’为民服务联动平台”
贯通“四个中心”掀起“我帮你”服务热潮

□本报记者 杨帆

对于内蒙古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
注定不凡。

在这一重要历史单元，变与不变成
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变化的是：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和全球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在低迷困
顿中艰难徘徊，全球工业经济屡遭重
创。

不变的是：牢记使命的内蒙古以工
业转型升级深入破题，从容应对关乎前
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考验。

破题之路上，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步履铿锵激越，工业经济迎来重构
发展版图、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
史新纪元！

工业转型赢得发展
时间有色彩吗？

时间本无色彩。然而，十八大以
来，黄河“几”字弯区域的经济却色彩斑
斓。

这里，云集着诸多支撑全区工业经
济半壁江山的“内蒙古制造”——乳白
色的牛奶、乌黑的煤炭、银灰色的钢轨
和各色高端化工产品闻名遐迩。

这里，现代化煤城鄂尔多斯、世界
钢轨基地包头、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三
足鼎立”。

内蒙古社科联副主席朱晓俊如此
评价：“呼包鄂三市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形成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长
极。”

呼包鄂的转型发展，是一个缩影。
其它盟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工业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区平均水
平。

推开新时代的大门，内蒙古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奋勇争先的历史
逻辑中继往开来，向着光辉灿烂的前程
砥砺前行。

全区绿色矿山增至381座，煤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集约发
展开启了化石能源生产史上的黄金时
代。

全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000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1/3——
内蒙古成为全国最大的新能源绿色工
业基地。

全区千万吨级绿色煤矿产能占比
高达43%，单矿平均产能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3倍，集中集聚成为煤炭工业发展
主题。

历史，不负于行者。十八大以来，
内蒙古在工业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这一时段，在着力转变发展方式的
激情演进中，包钢二号高炉等曾为经济

发展立下赫赫战功的工业装备光荣退
役。

这一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劲风吹拂下，内蒙古形成产业多元、产
业升级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向低
碳循环绿色蜕变。

这种演进与蜕变，集中体现在工业
规模化发展、结构性改善、绿色化突破
中。

规模扩张是主基调——“十二五”
以来，全区工业经济总量每五年上一个
千亿元台阶，总量现已突破5500亿元。

后劲增强是大趋势——仅“十三
五”期间，全区累计投产重点工业项目
1240个，完成工业投资9000多亿元。

供给侧改革是主动力——近五年，
全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4639万吨、钢
铁过剩产能346万吨……内蒙古以壮
士断腕之决心开创工业未来。

■下转第4版

转型升级：工业向高质量方向激情蜕变

□本报记者 包金山 巴依斯古楞
帅政 毕力格巴特尔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呼布琴

“锡林郭勒大草原，我心中的绿
色……锡林郭勒大草原，大海一样辽
阔……”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草原歌
曲，唱出了多少内蒙古各族儿女对家
乡的赞美之情。

这也是锡林郭勒草原最真实的写
照。绿色是锡林郭勒草原最亮丽的底
色，也是这片辽阔草原最耀眼的名片。

锡林郭勒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大
草原，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是内蒙
古草原的主体部分，占全区可利用草
场的 26.5%。全盟林地总面积 5860
万亩，湿地总面积1892万亩。

受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上
世纪末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急剧退化恶
化，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直接威胁到首
都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多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锡林郭勒盟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嘱托，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
政治站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实施
一系列保护治理措施，探索草原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在祖国北疆建起一道
碧野千里、绿草如茵的生态安全屏障。

制度建设“护航”绿色发展
1950年，锡林郭勒盟在太仆寺旗

宝昌镇建起了第一个国有苗圃，人工
栽下第1棵小树苗，当年育苗215亩，
开启了在沙化土地植树造林的历史。

71 年后的今天，锡林郭勒盟以
100万亩樟子松造林、100万亩沙地榆
复壮建设、100万亩人工灌木柳建设、
100万亩水源涵养林建设、100万亩低
质低效林改造、100万亩重度沙化区
综合治理6个100万亩工程为抓手，积
极推进林业建设，为祖国北疆增添绿
色。

初夏时节，登上锡盟6个100万亩
工程实施地之一——宝格达山顶眺望
远处，漫山遍野的樟子松昂首挺立，别
有一番景致。

“这是我们林场自1958年建场以
来，实施的最大一次造林工程。从
2012年启动实施该工程后，用5年时
间投资1.82亿元，完成人工造林30.89
万亩，等于再造了一个宝格达山。”宝
格达山林场负责人满脸自豪地介绍。

乌拉盖河源头宝格达山生态保护
建设工程是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生态
保护重点工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锡盟充分依托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等，结合实际，坚持自然修复与
工程措施相结合，相继组织实施了浑
善达克和乌珠穆沁两大沙地综合治
理、水系湿地保护治理、重点区域造

林绿化、矿区环境治理等重大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自然保护区规范管理三
年行动，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

2018年以来，每到春季，锡林浩特
市巴彦宝拉格苏木巴音哈日阿图嘎查牧
民斯琴图便给家里的1万多亩草场“放
假”，把近700头只牲畜圈起来饲养。“我
觉得春季休牧政策对保护草场大有益
处，此时的牧草刚刚发芽，经不起牛羊们

‘折腾’，1个月的休牧能让草场得到休
养生息，还可以防止牲畜春季‘跑青’，有
效降低掉膘率。”斯琴图说。

春季牧草返青期禁牧、农区禁牧、
沙区禁羊等措施的相继实施，是锡林
郭勒盟以制度之力筑牢生态文明之基
的生动实践。仅休牧一项工作，锡林
郭勒盟每年为农牧民发放1.68亿元的
补贴。

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
赔偿、责任追究”谋划设计，锡林郭勒
盟先后制定出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草原保护
利用建设促进全盟草原生态持续好转
的实施意见》《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
理办法》《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等90多个制度性文件，初步形成
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生态管理
逐步迈入规范化轨道。同时，探索实
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办法》《旗县市（区）党委书记抓生态建
设述职制度》以及约谈问责制度，编制

完成草原、森林等资源资产负债表，在
全区率先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
任期考核制度，全面落实领导责任，推
动林草生态保护建设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以生态功能区、敏感区、脆弱区和
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为重点，将盟
域面积的62.35%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转变发展方式，向“绿色”要未来
阿巴嘎旗巴彦德力格尔嘎查牧民

巴亚斯古楞于2017年处理了1000多
只羊，从吉林省购进了100多头优质
西门塔尔牛，走上了“减羊增牛”之
路。他说：“从事畜牧业生产不但要考
虑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算好生态账，
生态好了，才能持续发展。”

像巴亚斯古楞一样，保护好这片
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
已经成为锡盟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人人呵护绿色、保护生态，力量汇
集起来成就“绿色海洋”。近年来，锡
林郭勒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坚决摈弃以牺牲草原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发展，寻找经济发展与保护
生态的最佳结合点，在产业发展上坚
决突出生态优先理念，立志向绿色要
GDP，坚决向绿色要未来。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锡林郭勒
盟始终牢记总书记关于草原和畜牧业
之间“皮毛”关系的警示，引导牧民算
生态账、经济账、长远账，坚决把天然
草原载畜量减下来。 ■下转第2版

锡林郭勒锡林郭勒：：辽阔草原绿色畅想辽阔草原绿色畅想

本报兴安 6月 6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通讯员 马东
晨）“刘胡兰被捕了，在敌人的威胁
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
怕死不当共产党！”6月5日，兴安盟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二年二
班学生侯佳安，端坐在家里绘声绘
色给爸爸妈妈讲党史故事，与家长
一起重温刘胡兰的光辉事迹，继承
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这是科右中旗在中小学生中开
展“小手拉大手”我为家长讲党史故
事的一个缩影。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科右中旗在全旗各中小学
学生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小手拉
大手”我为家长讲故事活动，让中小
学生或在读红色经典中与父母一起
重温党的奋斗史，或在讲解抗战老
兵的故事中，与父母一起体会英雄
精神，或在唱红歌、读红诗中让父母
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我们精心筛选和梳理各个重
要时间点、各大战役、各个层面优
秀共产党员的故事，通过在主题班
会上老师讲、学生听，学生讲、学生
听， ■下转第4版

科右中旗：“小手拉大手”
共同学党史

本报巴彦淖尔6月6日电 （记
者 韩继旺）6月3日，自治区“永远
跟党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百姓宣讲团”
分两组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杭
锦后旗、五原县、乌拉特前旗等地的
乡镇村组街道社区，用浅显易懂的
家常话讲解党的发展史、党的好政
策，以身边典型事例谈变化话发展，
教育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永远热爱
党，永远跟党走。

在杭锦后旗陕坝镇北环社区，
自治区百姓宣讲团巴彦淖尔市宣讲
组第一组组长、呼伦贝尔市委讲师
团团长王茹君作了题为《回望百年
路 开启新征程》的专题宣讲，系统
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历史性贡献。用平实的语言、
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半条棉被、张桂

梅教育扶贫事、三千孤儿入内蒙、抗
击疫情中的感人故事等，生动的事
例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聆听宣讲后，陕坝镇大桥社区
干部吴芝悦深有感触地说：“通过此
次宣讲，再一次回顾了党的奋斗历
程，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
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
好。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一定要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社区工作相结
合，更好地为广大居民群众服务。”

杭锦后旗陕坝镇红星村委会议
室气氛热烈，自治区百姓宣讲团成员、
巴彦淖尔市委讲师团客座教授刘福东
作了题为《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智慧力
量》的宣讲报告。他结合大量的人物
故事和党史案例，系统回顾了百年来
党团结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
得的辉煌成就， ■下转第2版

自治区百姓宣讲团
在巴彦淖尔市讲党史话发展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