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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新华社北京8月 16日电 8月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
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半个
世纪以来，中伊关系稳步发展，传统友
谊历久弥坚。2016年两国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日益
巩固，各领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伊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谱写了合作抗疫的佳话。我
高度重视中伊关系发展，愿同莱希总
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
机，深化传统友谊，推进各领域合作走
深走实，不断充实中伊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莱希在贺电中表示，伊中都是文

明古国，两国友谊犹如参天古树，从数
千年的友好交往中汲取养分，为伊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发展扎下深厚
根基。伊方致力于打造卓越伊中关系
的意志坚定不移。在两国关系迈入第
六个十年之际，伊方愿同中方继续提
升战略合作水平，就拓展各领域务实
合作加强沟通，不断深化伊中关系。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
就中伊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外交思想，中央宣传部、外交部组织编写《习近平
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已由
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
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
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
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
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纲要》共14章、46目、128条，近10万字。全
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
原创性贡献。《纲要》内容丰富、结构严整，忠实原文
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

中宣部和外交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把《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纳入学习计划，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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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
志《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书，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
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文稿72篇。其

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习

近平同志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
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等进行了深
刻阐述，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经济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
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

平同志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
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敖特根，呼伦贝尔学院党委委员、
副校长。从一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生
涩的蒙古族青年学生到科学技术史博
士；从一名农家子弟到执掌大学的领
导，敖特根为莘莘学子树立了标杆。

政协呼伦贝尔市第四届委员会委
员、内蒙古高校教学名师、全国教师教
育学会小学教师教育委员会常务理
事、全国民族数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内蒙古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硕士
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华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合作导师……敖特
根说，这些成就和荣誉的背后，是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让他大受裨益。

结合自己多年的学习、工作经历，
敖特根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
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种思路，多一种
能力，多一条出路。学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对于个人成长、民族进步和国
家发展大有益处。

在半农半牧区长大的敖特根，从小就
是少数民族语言授课，高中时才开始学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大学时，他的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是全班倒数第一。

1988年，敖特根从内蒙古民族大
学毕业后，来到呼伦贝尔学院工作。

这之后，敖特根先后担任过 5个
班级的班主任，其中有 3 个是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班。敖特根说，
他是特意带了 3 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授课班。 ■下转第2版

敖特根：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大有益处

□本报记者 许晓岚 霍晓庆
高慧 包荭

清晨，30岁的郝福保穿梭在葡萄
架间，将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剪下，无暇
顾及从脸颊滚落的汗水。“昨天有人订
了200斤葡萄，一会儿就要来取。这单
葡萄还没剪完，那单又预定上了。”郝福
保说。

不远处的黄河岸边，一个个鱼塘错
落有致，水鸟盘旋上空发出声声鸣叫，
一把鱼食洒下，小鱼小虾密密麻麻探出
头来争抢食物。再过十来天，南美白对
虾等稀罕品种就要上市，在黄河边经营
农家乐的村民们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
一轮的游客大军。

初秋时节，历史悠久的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郝家窑村，绿意盈盈、瓜果飘
香，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郝家窑村，因黄河而起。
清乾隆年间，山西的郝氏兄弟走西

口来到托克托县，见黄河岸畔水土丰
腴、草木欣荣，便在这里安了家，郝家窑
因此得名。

滚滚黄河由西而来，流经托克托县
境内，折南入晋陕峡谷而去。这里是黄
河上中游的分界处，郝家窑就在黄河东
岸。

郝家窑种葡萄的历史和村庄一样
悠久。面朝黄河背靠山梁，独特的小气
候使这一带葡萄皮薄、水分大、甜度
高。好吃的托县葡萄闻名遐迩。

郝家窑村，因黄河而兴。
每年一入秋，郝家窑的葡萄就供不

应求，价格最高的时候能卖到18元一
斤。可在郝福保的记忆里，葡萄并不是
一直这么值钱。“曾经，五毛钱一斤都卖
不出去，每到开学，父母都为我们姐弟
的学费发愁。”郝福保回忆。

门前是河滩。黄河水落，河滩地
现，庄稼长势良好；黄河水涨，则地少粮
不足。

房后是土坡。2万多亩的黄土坡水
土流失严重，植被稀少，种啥啥不成。

一刮风，黄土漫天，一下大雨，大家
就睡不着觉，担心从土坡倾泻而下的洪
水将葡萄苗连根冲起。

郝家窑村曾为摆脱贫困面貌不断
“探路”。“靠水吃水，1990年左右村里
挖了1万亩鱼池发展黄河鲤鱼养殖，可
因为环境不好、交通不便、游客稀少，销
售跟不上，鱼池最终废弃。”郝福保的三
爷爷郝长青直叹气。

那个时候，郝家窑村民有两个梦：
一个是绿色梦，希望生态环境好起来；
一个是致富梦，家家户户能增加收入过
上好日子。

转机终于来了！“要想发展，必须首
先把生态搞上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天然林保护工程、植被恢复等项目
工程陆续实施，郝家窑村搭乘着政策的
春风，生态开始好转起来。

2010年，依托黄河和库布其沙漠
而建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神泉生态旅
游景区开门迎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壮丽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村里抓住机遇打机电井、硬化道路、
挖标准鱼池、为村民统一架设葡萄架，曾
经废弃的鱼塘又被利用起来，这个黄河
边的小村庄开始一点点变了模样。

“2011 年我考上大学，每回来一
次，家乡都有不一样的变化。老乡们住
进了新房子，村里建起了新厕所，路灯
亮了、垃圾箱有了。”郝福保感叹。

郝家窑村，因黄河而富。
生态环境改善，重在久久为功。
近年来，托县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

保护制度，划定了3.3公里沿黄生态保
护区，推行河长制、湖长制，严格执行
24小时入黄水质监管；建设起沿黄生
态廊道，沿黄公路两边一排排防护林拔
地而起，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满了葡萄
和果树；屋后的黄土坡变成了水上乐
园、观光生态园和绿博园，漫山的果树
春天遍野花海，秋天硕果累累……

好生态、好环境，吸引大批游客纷

至沓来，开启了郝家窑人的好日子。
2015年，在外打工的郝福保果断

回到家乡，扩大葡萄种植面积，跟父母
一起开起了农家乐，多的时候年收入能
达到七八十万。“以前家家户户种三五
棵葡萄自己吃，现在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都是葡萄。曾经卖不出去的葡萄现在
种多少都不愁卖。”他笑呵呵地说。

“十几年前我们来过郝家窑，那时
候路边零星有几个小鱼塘，鱼塘边上支
起三四个简陋的铁皮棚。来了游客，铁
皮棚里一坐，一锅黄河鱼就是最好的招
待。现在路两边全是装修精致的农家
乐，随便走进一家，黄河鲤鱼、炖笨鸡、
油炸糕，那叫一个香！”从呼和浩特市区
来的游客刘三格说。

“目前，全村有2500多亩葡萄，65
家农家乐，近3000亩鱼塘，人均年收入
达到2.6万元。”郝家窑村党支部书记郝
争平介绍。

依枕着黄河，走过几百年历史的郝
家窑村渐入发展佳境；依枕着黄河，郝
家窑人多年美梦今已圆。这个黄河岸
边的小村庄，正随着奔涌的黄河水，一
路向前。

头枕黄河美梦圆头枕黄河美梦圆

我在黄河岸边走

本报8月 16日讯 （记者 刘晓
冬）8月 16日，全区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在呼和浩特召
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
习贯彻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扎实抓好
我区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
少春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刘奇凡、杨
伟东、衡晓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琪林出席会议。

石泰峰指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始终
坚持从政治上看待对待教育整顿工
作，全面对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督导组意见要求，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呼声期盼，着力清除
政法队伍积弊沉疴，有效放大近年来
全区惩治政法系统腐败、解决执法司

法不严不公不廉问题、净化政法系统
政治生态的综合效应，从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发力，推动第
一批教育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

石泰峰指出，开展好第二批教育
整顿，对于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
纵深发展、纯洁全区政法队伍、提升执
法司法公信力、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
发展，意义特别重大、作用至关重要。
自治区级政法机关是第二批教育整顿
的主体，是解决全区政法机关积弊沉
疴、营造政法系统良好政治生态的关
键所在，要深刻认识开展教育整顿的
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
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
实以政治机关、领导机关、表率机关应
有的觉悟和水准完成好这项重大政治
任务。要准确把握第二批教育整顿的
总体要求和工作原则，坚持把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各方面和全过
程，突出政治忠诚、突出表率作用、突
出建章立制，着力抓好“四项任务”，扎
实推进“三个环节”，全面正风肃纪、反
腐强警，使自治区级政法机关政治生
态进一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
素质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司法公信

力进一步提升，示范带动全区政法机
关加强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
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高素质政法队
伍。要全力抓好第二批教育整顿的重
点任务和环节举措，充分吸收第一批
教育整顿的好经验好做法，在更高起
点、按更高要求推进第二批教育整
顿。要以学习教育为先导，深入开展
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切实
增强政治自觉、筑牢忠诚根基。要以
查纠整改为关键，动真碰硬抓好自查
自纠、组织查处、顽疾整治，着力清除
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要以固化
教育整顿成果为目标，突出抓好建章
立制、总结评估，促进整治常态化、成
果长效化。

石泰峰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坚决有力把教育整顿工作引向深
入，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自
治区级政法机关要精心组织开展本单
位的教育整顿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
牵头抓总，班子成员要分工负责，示范
引领做好工作、抓好落实。自治区教
育整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履行好协
同责任，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凝聚形成

整体合力。自治区教育整顿办要把握
好职能定位，发挥好参谋助手、服务保
障、管理指导、督促推动等作用。要持
续抓好督导整改，坚持两批统筹，加强
前后衔接，促进上下联动，举一反三、
标本兼治，确保各项整改目标任务如
期保质完成。要加强宣传引导，为深
化教育整顿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坚
持两手抓两促进，用好统筹方法、做好
结合文章，使开展教育整顿和推动政
法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林少春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区
政法机关要突出首要政治任务抓落
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育整顿始终，切
实筑牢政治忠诚。要准确把握职责定
位抓落实，突出政治建设、表率作用和
建章立制，努力建设高素质政法队
伍。要注重取得实效抓落实，真正将
教育整顿的实效转化为服务大局、服
务群众的强大动力。要拧紧责任链条
抓落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抓好
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落实。

自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成员，自治区政法各单
位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全区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石泰峰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
郭明和已在蔬菜大棚里忙碌了一阵
儿了。

4点半，他已把收割好的蔬菜装在
农用车上，向着25公里之外的二连浩
特市驶去。到了早市，卖菜当口，匆忙
吃了两个馒头，早餐就这么解决了。

7点半，新鲜的蔬菜都卖完了，他
哼着小曲儿回到了地里。对于他来
说，吃劲儿的忙碌事还在后面。作为
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赛乌素嘎
查的种植大户，郭明和家有5个大棚，
加起来有4亩地。给地里除草，空地再
种一茬新苗，眼看着到了中午，郭明和
两口子擦了擦脸上的汗、伸了伸腰，往
嘎查“农忙大食堂”走去。

11点半刚过，在食堂吃饭的40多
位菜农全部到齐。一大盆炖排骨、一
大盘拍黄瓜、一碗鸡蛋汤，油饼、米饭
管够，大家有说有笑吃着香喷喷的饭
菜，食堂里传来浓浓的幸福味道。而
这一顿饭每人只需5元钱。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二连浩特市广
泛征求菜农的意见建议，将“农忙大食
堂”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实
施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妇联和民政局
的支持下，投入8万多元，建起了这座
能供50人同时就餐的“农忙大食堂”，
面向全嘎查菜农实行平价餐饮服务。

■下转第2版

“大食堂”里的幸福味道

杨美兰（左）和种植大户郭明和在大棚里。

黄河托克托县段黄河托克托县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