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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欢乐行，安全伴你行。2021 年 6 月 1 日，包头
客 运 段 值 乘 的 呼 和 浩 特 开 往 鄂 尔 多 斯 D6967 次 列 车
上，在这个属于小朋友的节日里，乘务员们为了给乘坐
列车的孩子们过一个欢快、轻松的“六一”儿童节，与旅
客小朋友们一起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折千纸
鹤、下象棋、吹气球，还为小朋友们讲解了安全乘车和
爱路护路知识，在欢声笑语中陪伴孩子们度过了一个

简单、温馨、美好、难忘的儿童节，让孩子们充分享受着
节日的快乐与幸福，这一举动赢得了家长们的一致好
评。

人 生 就 像 一 列 列 车 ，每 一 站 都 有 它 独 特 的 风 景 。
乘车前，请卸下所有疲惫，释放所有压力，在这初夏时
节，万物生长，充满生机，列车上载着满满的甜蜜与欢
乐奔向远方，让爱充满旅途。 （张嘉伟）

与爱“童”行

6 月 1 日，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举行 2021 年“安全生
产月”活动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保电工作启
动仪式。

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该局局长、党委书记分别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围
绕安全生产核心作出重点工作安排，要求全局上下认真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按照电力集团公司工作方案要求，全
力以赴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年电力保障工作。

作为内蒙古电网“西电东送”大动脉的维护者，该局
以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全局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身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政治保电工作当中。
结合“安全生产蒙电行”和“生产精益化管理提升年”

系列活动，该局筑牢 7 项精益化管理基础，突出“落实安全
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重点聚焦“一条主线”、聚力

“两项教育”，认真落实“三案一法”各项要求，通过“四个
专题”实施和“五进宣传”推进，切实树立“大安全”发展理
念，扎实排除化解风险，多维度、全方位营造安全生产文
化氛围，多措并举，重在落实，全力保障首都北京电力可
靠供应和用电安全，以实际行动为党的百年华诞增光添
彩。

（赵晶 段乐祺）

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
部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力保障工作

近期，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
展“读毛主席诗词，学红色党史”活动。通过学习，大家感
受到，毛主席诗词就是一部以艺术形式再现的中共党史，
生动再现了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渗透着毛泽
东思想哲理,对于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深远意义。

1925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沁园春·长沙》中“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思考。

1928 年，反围剿斗争期间，《西江月·井冈山》中“山下
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歌颂了井冈山将士坚守根据地的英勇斗争精
神。

1929 年秋，土地革命期间，《清平乐·蒋桂战争》中“风
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分析了革命形势，表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红
旗能够长久地扛下去。

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忆秦娥·娄山关》中“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

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
龙”，《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表现了红军克服艰险、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

1936 年 2 月，《沁园春·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用党的伟大实践回答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
发问，表明了无产阶级改天换地的历史自信。

1949 年 4 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
军的命令。

1965 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表达了奋
斗不止的凌云壮志和豪迈气魄。

大家表示，“读毛主席诗词，学红色党史”可以纵览天
下风云、回看历史兴衰、感受时光飞逝，把握时代潮流的
文化魅力，感受一代伟人的壮志豪情。大家将从中汲取
政治营养,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弘扬浩然正气。

（李金龙）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
开展“读毛主席诗词 学红色党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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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

念的火炬下，我们党广泛发动工农群
众，敢于突击冲锋，成功推进了北伐战
争；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幸存的
共产党人掩埋了被反动派屠杀的同伴
的尸首，拿起武器、走进山林，投入新的
战斗；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红军
将士闯天险、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完成了彪炳人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党和人
民用坚忍不拔、血战到底，书写了抗击
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壮歌，取得了抵御
外侮的最终胜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
炬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
就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 800 万军队，彰
显了什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
道是沧桑。”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
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28 年浴血奋战，28 年砥砺前行，我
们的国家从任人欺辱的“东亚病夫”变
成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东方醒狮”，我们
的人民从做牛做马的奴隶变成扬眉吐
气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挽救中国的
伟大实践，就是科学真理彰显力量的伟
大历程！

（三）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

人民民主专政》提出，我们要经过人民
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
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的历史结果，也标志着人类进步事
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开启了
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时
代。面对重重困难考验，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
济，以中国独有的形式实现了对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
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
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三亿多农民无
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1954年
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
社会主义的原则固定下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
筑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
在这个古老而青春的国度，中国人民建
设着社会主义的巍巍大厦，品尝着幸福
生活的滋味。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激情燃烧的时
代。“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
而劳动”。规划于清末的成渝铁路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 40 多年里还是地图上一
条虚线，1950年正式开工后只用两年就
全线贯通；“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程、
694 个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打下了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治淮治黄、治
理长江取得明显效果，农田水利建设在
全国热火朝天铺开；全国城乡卫生医疗
网基本形成，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
疾、鼠疫等疾病，或被根除、或得到有效
防治⋯⋯新生的人民政权唤醒了巨大
的生产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激活了
人民的能量、促进了人民的福祉。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斗志昂扬的时
代。为了和平，志愿军将士出国作战，
谱写了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
的雄壮史诗；为摘掉“贫油少油”的帽
子，“铁人”王进喜带领钻井队战天斗
地，“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整治“三
害”，“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为打牢国家自立自强的基石，钱学
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
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

“两弹一星”的奇迹⋯⋯无数有名字的
英雄和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用血肉之

躯和坚强臂膀，扛起民族的责任、共和
国的荣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中国这
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
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犹如攀登一座人迹
未至的高山，没有笔直的大道可走，没
有现成的路径可循。我们依靠“人民创
造历史”的伟力，依靠“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载
入中华民族和人类史册的奇迹。我们
凭着“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凭着“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勇气，在九百六十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描绘了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最美图画。我们也曾在摸
索探求的路上，遭受“文化大革命”这样
严重的挫折，惨痛教训值得永远汲取。

无论平坦还是崎岖，无论阳光还是
风雨，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
脚步始终向前。历史已经证明：“我们
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
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四）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这个回荡在中国上空的历史之
问，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作答。从深
刻揭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

“十大关系”，到及时作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重
要论断，到鲜明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无不是宝贵的探索、艰难的行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历史
和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矢志推进新的伟大革命，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
泛施行，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对
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蕴藏在广大人民
中的活力创造力充分迸发。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积
极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小康社会目
标和现代化分步走战略，开创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
两个基本点紧密联系、不可偏废。我们
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定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为社会主义理想插上现实的翅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
一路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
本，稳居世界第二；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持
续提升，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神
州大地面貌日新月异，公路成网、铁路密
布、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坝矗立、大桥
巍峨，天堑变通途；中国还战胜了历史罕
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
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经受住了亚洲金
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风雨
过后更见气度从容、身姿挺拔。

在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华大
地汹涌澎湃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
越宽广！

（五）
雄伟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凝结着

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和付出奉
献，负载着多少先哲英烈的寄托与热
望。当历史的接力棒再次传递，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我们这一代共
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党的十九大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
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的中国，理想的旗帜鲜艳高
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习近平
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揽全局、应变
局、开新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
大目标。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更加牢固，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空前高涨。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的动力深厚强
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
革，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
命推动社会革命，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到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
日益完善，现代化建设的方向目标愈加
清晰。

新时代的中国，人民的地位充分彰
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初
心的回响穿越时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铿锵的
宣示淬铁成钉。为了实现中国人民摆
脱贫困的千年夙愿，党领导人民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顽
强拼搏，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全力投
入，东西部协作精准对接，社会各界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户户贫困乡亲感
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一座座寂
静的深山涌动着生机和希望。

新时代的中国，团结的力量一往无
前。面对科技的高峰，我们从不退缩。
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天眼观星、北斗组
网，就在前不久，“祝融”号火星车经过
295 天的旅程，成功登陆火星。面对霸
凌和打压，我们从未屈服，全党全国敢
于斗争、勇于胜利，攒成一股劲、拧成一
股绳。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我
们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集体的命运
紧紧连在一起，14 亿中国人心手相连、
守家护国，创造了人类抗疫斗争史上的
伟大奇迹⋯⋯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
到极大彰显。

天地有正气，浩然塞苍冥。如果说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正义事业、崇高的
价值追求，赋予了新时代以最鲜明的底
色、最厚重的底气；那么，新时代就以它
最波澜壮阔的实践，赋予了科学社会主
义以新的思想维度、新的历史高度。

2021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
到广西全州，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他动情地说，理想信念之火一经
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要缅怀
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坚
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

回望八十七年前，长征路上、湘江
岸边，无数红军战士为了保存革命的火
种鏖战拼杀，用鲜血染红了漫漫征程、
滚滚江水。这些大多二十来岁、甚至只
有十五六岁的战士们，视死而如归、乐
观而顽强，就是因为胸怀着对革命必胜
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社
会的憧憬。这是一个党永生不灭的基
因，是一个民族由衰而兴的密码。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百年来一切先
辈和英魂的是：此时此刻，社会主义的
阳光正映照在奋斗者的身影中、孩子们
的笑脸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正引
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我们必将创造让世界刮
目相看的更大奇迹，必将实现共产党人
最崇高的伟大理想！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上接第 1版
结构优化是主旋律——全区煤电一

体化比重高达 90%以上，煤电铝一体化
比重增至 80%以上，稀土钢、稀土磁性
材料产能全球第一，风力发电量全国第
一。

结论一目了然：赢得发展，内蒙古从
工业高质量发展激情启航！

工业转型昭示明天
时间有重量吗？
时间本无重量。然而，十八大以来，

伊利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工业大礼包。
进入 2021 年 5 月，一条官方消息震

惊全球乳品行业——
2020年，伊利营业收入增至 965.24

亿元，直逼千亿元，净利润增至 70.78 亿
元。

令人震惊的理由无比充分：在全球
不少企业“大鳄”遭遇灭顶之灾的 2020
年，伊利增长堪称世界乳企“独一份”。

赢得“独一份”的原因令人叹服：“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守品质提升、创新发展
的企业信条，是伊利高质量发展的真正
密码。”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公开表
态。

密码背后的真相引人入胜：2014 年
至今，从“全球乳业十强”一路闯入“全球
乳业五强”阵营，伊利营业收入平均每年
上一个百亿元台阶，每年赶超一个世界
级乳业巨头。

何止是伊利？
经历疫情严重期间的短暂冷清后，

2021 年的内蒙古常盛制药公司早已热
闹起来，重型卡车每天进进出出，运进的
是淀粉乳等制药原料，运出的是阿莫西
林、氨芐西林等原料药。

千万不要小看这条产业链，仅生产
原料药一个环节，已累计实现 20 多项科
技成果转化，属战略性新兴工业领域改
天换地的大事件。

这个“大”，更在于其全球化“野心”：
目前，常盛制药 40%的原料药出口美
国、印度等国家，60%的原料药销往国
内。

又何止是常盛制药？
内蒙古华能伊敏煤电有限公司利用

煤电一体化工艺，创造性地实现了煤、
电、水、灰、土的循环利用，降低了成本，

节约了资源。
这个“创造性”，将一场工业“嫁身”

绿色的好戏演绎得淋漓尽致——
坑口煤炭通过 32 公里全封闭输煤

皮带，直送电厂用于发电；
电厂发电产生的灰渣通过总长 7 公

里封闭胶带，输送到灰仓；
灰渣与采矿剥离物混合后，回填到

采空区用于绿化培土奠基；
厂区废水和循环水经过污水处理

厂，生成矿区植被绿化用水；
通过锅炉排渣技术改造降低灰渣含

炭量，进而降低煤耗电耗；
建成抽汽集中供热项目，供热效率

提高 30%，年节煤 10万吨；
⋯⋯
一番脱胎换骨的转型，让伊敏成为

国内煤电一体化发展中屈指可数的佼佼
者，所属千万吨产能的矿山成为“国家级
绿色矿山”座上宾。

企业发展里程碑上，铭刻着内蒙古
工业经济的辉煌发展史。

今天，内蒙古工业绿色制造体系初
步建立，“十三五”至今，全区创建绿色工
厂 102家、绿色供应链 4条、绿色园区 15
个。

今天，云集众多工业企业的内蒙古
工业园区总产值增至万亿元以上，产值
超百亿元的园区增至 33个。

结论不言而喻：企业与园区发展，折
射出全区工业绽放光芒的昨天与今天，
深刻昭示着内蒙古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美
好明天！

工业转型奠定未来
时间有味道吗？
时间本无味道。然而，十八大以来

的 8 年多，内蒙古在工业领域创造的财
富，犹如甘甜醇香的美酒，回味无穷！

8 年来，全区煤电工业下游构建形
成煤灰制砖、炉渣制取环保填料、煤矸石
燃烧发电、煤电余热供暖发电等循环经
济产业链；

8 年来，全区铝加工领域构建形成
“高铝煤灰-铝-铝轮毂”“电解铝-铝边角
料-铝箔+合金铸件”等循环经济产业链；

8 年来，全区能源、钢铁产业下游构
建形成“废水回收净化-农业灌溉+矿山
绿化用水”等循环经济产业链；

8 年来，全区生态环保企业以风积
沙、秸秆和污粪、煤气为原料制取晶硅、
化肥、沼气等，用于工农业循环利用。

“工业循环化、绿色化、多元化转型，
让内蒙古工业稳住了发展基本盘。”内蒙
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曹永萍
说。

刚刚出炉的数据，最具说服力。
今年 1-4 月，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

的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成倍增
长，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385.5 亿元，增
长 9.3倍。

8 年多，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浪花一
瞬。然而，就是这 8 年多，内蒙古留给未
来的工业转型传奇纪实故事，堪称光耀
千秋！

转型中，“绿”含量的提升，见证着内
蒙古工业的光明前景！

8 年来，全区装机容量 600 兆瓦以
上超临界绿色火力发电机组逐渐成为火
电主力军，电力工业煤耗、水耗全面下
降。

8 年来，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总
量中，电力、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占
比持续下降，低耗能行业占比持续上升。

转型中，新动能推动内蒙古工业之
船驶向更加壮阔的航程！

8 年来，全区现代煤化工、非煤工业
和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速持续快于工业经济整体增速。

8 年来，全区形成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和节能环保四个产值超百亿元产业
集群，稀土、硅和现代煤化工产品已抢占
市场制高点。

转型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内蒙古
工业流芳后世！

8 年来，全区煤制油、煤制气、煤制
烯烃等现代煤化工产业逐渐形成集群化
发展阵容，烯烃产能已超 300万吨，居全
国第一。

8 年来，在钢铁、冶金工业领域，我
区批量产出高铁钢轨和稀土钢、电子用
铝材等众多新产品，工业科技含量不断
提升。

8 年多，是意味深长、奠定未来的时
间单元——努力与辉煌在内蒙古工业史
上留下璀璨夺目的一页，也为未来开启
了新的章节！

转型升级：工业向高质量方向激情蜕变

□新华社记者 许正

“中国是一个乐于分享发展经验的
国家。”加纳执政党新爱国党主席弗雷
德里克·布莱日前在阿克拉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体现出卓越的领导力。

布莱说：“中国知道如何分享发展
经验，帮助他国实现共同发展，这正是
我们所需要的。”

“我所见到的中国，在经济、科技和
文化等领域都取得巨大进步，令人鼓
舞。”近年来多次到访中国的布莱感叹
道。此外，中国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
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所作的努力也令
他印象深刻。他认为，中国注重因地制
宜，合理开发资源并善用人力资源，这

些宝贵经验为有着丰富自然资源和人
力资源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布莱还称赞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
方面取得的成绩。疫情暴发后，中国全
力以赴遏制疫情蔓延。“中国在全国范
围内调配医疗资源，最终将损失降到最
低，这一成绩令人惊叹”，“我认为中国
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在布莱看来，中国取得这些成果的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践行执政为民理
念。他说，中共注重为人民服务，在发
展过程中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在中共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使得中国不仅
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也有效控制

了新冠疫情。
布莱表示，当前许多非洲国家仍处

在欠发达状态，进一步深化非中合作至
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和加纳在经贸和人文
领域的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布莱说，人
才交流是助力加纳减贫和经济发展的
关键，希望越来越多的加纳学子能够突
破语言障碍，向中国取经。

布莱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表示祝贺。他祝愿中国在中共领导下
取得更多成功，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稳
定，同时希望加纳新爱国党和中共在未
来能有更多交流合作。

（新华社阿克拉 6 月 5 日电）

“中国乐于分享发展经验，帮助他国实现共同发展”
——访加纳执政党新爱国党主席布莱

■上接第 1 版 学生讲、家长听等多种
学习方式，凝聚党史学习教育力量，从
而激发老师、学生、家长的爱国热情，培
育家国情怀。”巴彦呼舒第七小学常玉
英老师说。

“孩子懂事了，给大人讲党史，听着
听着都入了迷。”6 月 5 日，巴彦呼舒第
七小学二年级二班侯佳安的母亲逢人
就说。将党史故事带回家，听“儿童版”
的党史故事，家长们表示与孩子一起重
温建党、强党历史，不由自主又一次接
受了革命先烈事迹的洗礼。

在为家长讲党史故事中，也让中小
学生获得了更多的成长。“我给爸爸妈
妈讲过王二小的故事，他们夸我讲的
真棒！”巴彦淖尔苏木中心校三年一班
张志勇骄傲地说，“王二小是个勇敢的
英雄，我要向他学习。”稚嫩的言语间
溢满孩子对革命英雄的崇敬和敬仰。
同 班 的 美 珍 和 浩 日 娃 也 争 先 恐 后 地
说：“我也给爸爸妈妈讲了，他们说我
讲得很好听。”“我还会讲吃水不忘挖
井 人 的 故 事 ，我 要 向 英 雄 学 习、不 怕
苦、能干活！”

“‘小手拉大手’我为家长讲党史故
事活动，让每位学生深刻认识和了解党
的百年光辉历史，把红色传统、红色记
忆、红色基因牢牢植入中小学生心中，
达到教会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
射一个嘎查（社区），形成人人学党史的
氛围。”科右中旗教育局教育总督龙梅
透露，下一步科右中旗将在各中小学中
开展“我心向党八个一”“校园之星”、道
德理论宣讲进学校、“童心向党”歌咏大
赛等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培育
学生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科右中旗：“小手拉大手”共同学党史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