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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优良传统 呵护崇高荣誉
夏日的内蒙古，天蓝草绿、辽阔壮

美，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长期
保持着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光荣传统 代代相传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内蒙古自治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照耀下，内蒙古经济发展、民族团
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
族人民幸福生活，正向着更加美好的
明天迈进。

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把民族团
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出台政策、
法规，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快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大力开展民族团
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培养选树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模范个人，命名表彰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示范单位，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营造了团结和谐的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发
展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
内蒙古考察，连续四次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对内
蒙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内蒙
古高质量发展殷切关注、寄予厚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内蒙古各族儿女手拉手、心连心，坚定
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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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维护民族团结，
呵护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书写着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的壮丽篇章。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时刻，内蒙古各族儿女欢欣鼓舞，以
不同方式表达对党的无比忠诚和热
爱，用实际行动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
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6 月 19 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
办，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与内蒙古大学民族
学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 2021 年中国
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在内蒙古大学举
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区内外 50 余所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
者和社会人士，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
经验与展望”主题展开研讨，及时总结
内蒙古“模范自治区”经验，为党和国
家民族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内蒙古大学 2020 年获批由中央
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
委四部委联合设立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以来，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服
务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为主要任

务，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蒙
古学研究中心、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
等科研平台，围绕北方民族、“模范自
治区”、民族关系等特色研究方向，深
入开展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为国家和自治区新时代民族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前不久，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
利搭载我国 3 名航天员升入太空，开
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新里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持祖国的
航天事业，深明大义的额济纳旗人民
三迁旗府，把最好的牧场留给航天官
兵 ，留 下 了 一 段 脍 炙 人 口 的 历 史 佳
话。神舟号飞船一次次在内蒙古额济
纳旗升空，又一次次在四子王旗杜尔
伯特草原着陆场着陆。在祖国航天事
业发展史上，英雄的内蒙古人民与祖
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为祖
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飞船发射地，身穿节日盛装应邀
观看发射盛况的南斯勒玛、乌云苏依拉
两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引人注目。

被称为“戈壁绿洲上永远的红星”
的南斯勒玛，1983 年带领群众认真落
实草畜双承包责任制，使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嘎查这个
偏僻落后的纯牧业嘎查在 5 年中一跃
成为全盟勤劳致富的典型，连续 4 年
被评为额济纳旗无事故、无犯罪、无案
件的“三无”嘎查，多次被评为苏木、
旗、盟和自治区先进集体。她本人也
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
誉称号。

“我是一名党员，既然组织把这副
担子交给我，我就要努力挑好。不仅
要发展经济，还要让困难群众在生活
中时时感受到党的温暖。”南斯勒玛说
出了自己的初心。

用爱心诠释党心，用党心温暖民
心，同样担任孟格图嘎查党支部书记
的乌云苏依拉继承老书记南斯勒玛的
光荣传统，带领牧民退牧还草，创办经
济 实 体、发 展 牧 家 乐 等 旅 游 经 济 致
富。她扶助嘎查贫困群众，带领大家
脱贫奔小康。2015 年 9 月 30 日，她作
为我区蒙古族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
进京参加国庆活动并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亲切接见。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党和人民给
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要继续带领农

牧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让大家的生
活过得更美好”乌云苏依拉说。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
自治区，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
传统，长期以来拥有“模范自治区”的
崇高荣誉，要倍加珍惜、继续保持。要
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牢
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
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
细做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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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自治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在各族群众中不断加强民
族团结教育，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各族
群众心间。

这几天，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
巴彦社区党委书记宫晓杰作为自治
区百姓宣讲团成员，在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开展“回望百年路 奋进新
征程”主题宣讲，系统讲述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
献。作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她在社区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组织舞蹈队宣传民族团
结知识，开展民族团结好家庭评选活
动，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活动，拉近
各民族居民之间的距离，让民族团结
的种子在社区生根发芽。

在内蒙古，“齐心协力建包钢”的
历史佳话，唤起了人们对那段光辉岁
月的记忆，激励着各族人民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

包钢是国家“一五”期间在民族地
区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1958 年，包
钢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人们热切
期望的一号高炉建设却遇到了设备和
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

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要想办法为
包钢解决困难”的号召，全国上下，各
地区、各企业、各部门积极行动，迅速
掀起一场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
每天有 10 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
全国各地运到包钢，最终有 8 万多名
创业者扎根边疆。

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包钢人发
扬守望相助、甘于奉献、敢于创新、自强
不息的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振兴
民族工业、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带动民族

地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多年
来，包钢积极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5 次被评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前不久，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我区
考察时，看望了“人民楷模”都贵玛，并为
她颁授“上海市荣誉市民”证章、证书。

上世纪 60 年代初，淳朴善良的内
蒙古人民用草原那样宽广的胸怀，接
纳了 3000 多名来自上海等地的孤儿，
书写了一段超越血缘、地域和民族的
人间大爱历史佳话。当时年仅 19 岁
的都贵玛主动承担了 28 名婴幼儿的
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
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都贵玛表示，自
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看到自己
抚育的 28 位孤儿健康成长、成家立业
并回报社会是最大的幸福，并祝愿沪
蒙人民友谊长存。

在内蒙古，民族团结的故事代代
传唱，涌现出牛玉儒、廷·巴特尔、潘志
荣、王布和、宝音德力格尔、阿迪雅等
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模范人物
的事迹激励着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阔
步前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增
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
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自治区在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深入人心。
自治区大力宣传贯彻落实《内蒙古

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用法律
保障民族团结。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教学工作，在民族语言授课学
校推行使用统编教材，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广大青少年中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前不久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
大者”，深刻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
史方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好新时代民族工
作，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擦亮“模范
自治区”的牌子。

面向未来，内蒙古 2500 多万各族
儿女紧密团结、砥砺奋进，不断开创新
时代模范自治区新局面。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奋进奋进

感感
恩恩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
会现场。 （资料图片）

各民族火炬手共同点燃第十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主火
炬。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民族运动会志愿者笑脸迎宾。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摄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摄

红旗飘飘。 （资料图片）

美丽的包钢厂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苏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