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讲到了“三千孤儿入
内蒙”这段历史佳话。这段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流淌
着民族大爱的共和国往事，蕴藏着爱国、团结、奉献、牺
牲的红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从1959年开始，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育院
中几千孤儿因食品不足陷入困境。党中央高度重视，在
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切关怀
下，远在几千里之外、生活并不宽裕的草原额吉们敞开博
大的胸怀，接纳嗷嗷待哺的三千孤儿。在乌兰察布四子
王旗，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起照顾28名孤儿的
重任。她用自己最真挚的爱，书写了手足相亲、血浓于水
的民族团结动人篇章。她被人们称为最美额吉，被党中
央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勋章。她以对党、对祖国、对
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书写了“民族团结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诗篇。

都贵玛以真挚的慈母之心
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
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
员的关系。60年前，面对从南方来的孤儿，年轻的都
贵玛成为新组建“小家庭”的额吉，无私关爱每一个家
庭成员。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给28个婴幼
儿换尿布、喂奶粉、哄睡觉、教蒙古语、照顾饮食起居，
向党和国家兑现“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都
贵玛抚养过的28个孤儿，像胡杨一样深深扎根在这片
哺育滋养他们的土地。在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国家干
部、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有的扎根草原成为牧民……他
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地区的发展奉献
力量。这份草原额吉的爱、这份民族团结的情，凝聚成
多民族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量。

都贵玛说，在北疆大地上像她一样的母亲有千千万
万，她们用自己无私的爱和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孤
儿，内蒙古人民没有辜负祖国的嘱托。在乌兰察布还有
许许多多像都贵玛这样的草原额吉，用爱与善良连接起
一条民族团结之路，让民族亲情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
长，让来自遥远南方的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深入践行“三个离不开”的过程中，用
爱与善良铸就了一曲悠扬绵长的蒙古长调，在这饱含真
情与热泪的乐曲里，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通的命运共同
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都贵玛以无私的奉献之心
甘当人民群众保护者

杜尔伯特草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过去医疗卫生
条件十分落后，不少牧民年过50岁就已百病缠身，而
分娩更是横亘在广大妇女面前的一道“鬼门关”，许多
产妇因此而痛苦一生甚至命丧黄泉。上世纪70年代，
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都贵玛，看到身边妇女因难产
遭受生命威胁，心中有太多说不出的酸楚。她抛下家
里的牧活，主动参加旗医院组织的培训，跟随妇产科医
生学习接产技术及产科医学知识。她逐步掌握一套在
牧区简陋条件下接产的独特方法，10多年间在草原上
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从“鬼门关”挽救回40多位
年轻母亲的生命，被誉为妇女的“保护神”。

都贵玛说，“只要有病人家属来家里叫我，不管多
忙我都得赶过去，因为党和政府让我学习掌握了这门
技术，这就是我的责任。”都贵玛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
产科大夫的职责，直到90年代牧区医疗和交通条件改
善，牧民产妇能方便接受专业医院诊疗。她和无数优
秀内蒙古各族人民，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

神，用辽阔的胸怀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联结
在一起，与祖国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形成勇往直前、无
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书写了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崭新篇章。

都贵玛以炽热的赤子之心
成为困难群众暖心人

一滴水只有汇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一个
民族只有融入祖国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都贵
玛犹如一滴融入大海的水，用最朴实的行动发挥着自
己应有的光和热。上世纪80年代初，都贵玛义无反顾
把幼年失去父母的孟克吉亚和朝格德力格尔兄弟接回
家，与自己的女儿一同抚养。进入90年代，都贵玛主
动承担起义务照顾瘫痪在床的拉其斯仁的重任，经常
帮助巴图道尔基老人。跨入21世纪，都贵玛已进入暮
年，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但她还是时时牵挂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们，尽其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2008年，都贵
玛拿出5000元，为四子王旗民族希望小学的50多名
贫困学生缴纳相关费用。数十年如一日，她坚持资助
贫困学生，为孩子们开启更加光明的未来。

都贵玛说，“我这辈子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应
该做的事情，党和国家给了我荣誉，我非常荣幸。人的
一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用自己
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都贵玛和无数北疆儿女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用实际行动播撒爱
的种子，与各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不断巩
固“五个认同”的基础上互相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都贵玛以对党的忠诚之心
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

长期以来，都贵玛自觉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在推
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过程中她主动站出来发声，引导
孩子们从小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他们更好地适
应时代发展潮流，给他们的人生提供更多出彩机会。
她还是当地边防派出所的“编外”教导员，每年都要慰
问边防派出所官兵，给他们讲政治教育课，鼓励他们
为国戍边，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贡献。汶
川特大地震后，她牵挂灾区各族群众，主动交纳3000
元“特殊党费”，请党组织转交灾区人民。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她心系疫区，捐款5000元，用于当地疫情
防控工作。

都贵玛说，“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团结进步
做点事是应当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
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
变。都贵玛和内蒙古各族群众始终心向党、跟党走、
忠于党，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个人和国家民族同身共
命、同频共振，凝聚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干事创
业磅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
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
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
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团结各民族、解放各民族、振兴各民族，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各民族心连心、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努力奋
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
文化观、宗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往一处
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朝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对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用好红色资源提
出了明确要求。我们唯有认真
学习讲话精神，切实做到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新时
代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
精神，才能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
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
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从红船到红城，内蒙
古第一批共产党人将内
蒙古地区自发的反帝反
封建革命汇入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伟大洪流当中，不
仅体现了内蒙古各族儿
女心系祖国、团结奋斗的
优良品格，更生动体现了
伟大建党精神蕴涵的理
论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爆
发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
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
自守的大门，自此，拥有
古老文明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裹挟着跌
跌撞撞进入现代化进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华民族的苦难由此日益深重。位于中
国正北方的内蒙古地区，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区域。和近代苦难的中华民
族一样，内蒙古各族人民群众也饱受帝国主义、封
建贵族、官僚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也曾有
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奋
起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流血牺牲，但最终都以失
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意味着中国革命开
启了历史新篇章，也深刻改变了内蒙古各族儿女
的前途和命运。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
北方区委培养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党
员，建立了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4个工作
委员会，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内蒙古农
工兵大同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等，内蒙古地区的
民族革命开始朝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不仅促进了内蒙古
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更是开创了内蒙古革命斗
争的新局面、翻开了内蒙古历史全新的一页。

内蒙古地区作为中国共产党较早领导和开辟
革命工作的民族地区之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
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
为基本方针，全面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我国
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对于
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
了宝贵经验、为内蒙古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

回望内蒙古各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
不朽功绩，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才能走上正确
的道路、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有心系祖国、共同团
结奋斗，把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拥有光辉灿
烂的美好前景、走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齐心协力建包钢，不仅见证了内蒙古各族儿
女识大体、顾大局，献出宝山、支持国家建设的大
义情怀，更见证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不怕困
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历史，深刻反映了
伟大建党精神蕴涵的实践动力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我们
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由著名作家玛
拉沁夫作词的《草原晨曲》，现在听来依然是曲目
悦耳、歌词铿锵，让人不知不觉回到那个艰苦奋斗
的火红年代。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一个是粮
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新中
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百废待兴的局面、迅速建设社
会主义，党和国家确立了以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工
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包钢作为我国“一五”时期
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意义重大。

“一五”期间，与包钢有关的项目都是围绕着
白云鄂博铁矿开发进行的。白云鄂博意为“富饶
的神山”，在当时的白云鄂博主峰之巅屹立着一
座高大的敖包，这是当地喇嘛和牧民的祭祀场
所，在当地具有神圣地位。为顺利开发白云鄂
博，保障包钢生产所需的铁矿石原料，乌兰夫同
志亲自到白云鄂博与喇嘛和牧民座谈，讲明了国
家大义。喇嘛和牧民最终同意迁敖包，将神山奉
献给国家。

上世纪50年代，对国力积弱积贫物资匮乏的
新中国来说，对技术经验极其缺乏的第一批包钢
建设者来说，在草原上白手起家建起一个大型钢
铁企业，不仅史无前例更是无比艰巨。面对种种
困境，党和国家、华北局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都给予
包钢建设极大支持，有效保障了包钢建设的进
程。“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1959年1月9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包钢建设和鞍钢
支援包钢的情况，同时登载社论《保证重点支援包
钢》。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大江南北掀起了支援包
钢建设的热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包头
市委、市政府更是全力以赴，为工业基地建设提供
一切服务，提出了“国家重点项目需要什么，就支
援什么；凡是能够办到的，有求必应”。终于包钢
提前一年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

包钢的建成，不仅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艰苦创业的典范，更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精彩注
脚。当年，玛拉沁夫正是被这种革命激情所倾倒，
才满怀感情地创作出《草原晨曲》。今天，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更需要我们继承这种革命热
情和奋斗精神，深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祖国建
设再立功勋。

三千孤儿入内蒙，见证了祖国北疆对国家和
人民的无私奉献、博大情怀，体现的是内蒙古地区
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一致性，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归依

“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
一个人善良的话，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3000多名
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在国家责
任的背后，流淌着的是民族大爱，生动诠释了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亲如一家、守望相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内蒙古就自觉为党
和国家分忧，无私支援全国受灾省区。据1951年
至195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内蒙古平均每年运出
牲畜约30万头，绒毛1000多万斤，牛羊皮100万
张。1956年支援全国15个省市牛羊猪肉1亿斤
以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蒙古几乎每年都
拿出100万吨商品粮、200万立方米木材、400万
件（牛、马、羊）皮张、2000万斤羊毛绒、30万吨盐
以及其他物资支援国家建设。

因为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内蒙古才能养育
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做到“接一个，活一个，
壮一个”，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因为始
终心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
才会有草原额吉张开温暖怀抱用最朴素的感情和
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誓言，才会有这段充
满民族大爱、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共和国往事。
而这些，都鲜活地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归
依。

回望内蒙古各族人民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走
过的百年辉煌历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滋养
下，内蒙古始终肩负支援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历史重任，一如既往做无私奉献、支援国家建
设的好榜样。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
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内蒙古将继续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奋力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不懈努力，为党和
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作者系内蒙古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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