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5所学校入选首批
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

1 月份，教育部公布首批 201 所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内蒙古师
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乌兰浩特第一
中学等我区 5 所学校入选。其中，内蒙古师范大学是省级协作组组长单
位。

此外，《首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工作机
制、建设培训基地、组建导师团队、建强师资队伍、开展学生培训、健全证书
体系等 6 项重点试点任务。

据了解，201 所学校是经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推荐、教育
部综合认定并公示后确定的。急救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救和互救能力，
从而为健康校园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2022 年起，教育部
将把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让急救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纳入学校课程
体系，纳入学生的健康素养体系。

（记者 刘志贤）

我区20幅学生作品
被选为北京冬奥会新年礼物

在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面向中外青
少年开展的冬奥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中，我区包头市少年宫选送的 20
幅作品被选为新年礼物,赠送各国运动员代表团。

此外，在“第二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戏剧、舞蹈、器乐等集体展示活
动中，我区有 10 所中小学和少年宫、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服务中心参加了

“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全年各项活动。通过交流展示活动，加强人文交流
理念传播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助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记者 刘志贤）

呼伦贝尔打造“冰雪校园”

为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有效落实“普及冰雪教
育、打造冰雪文化、助力冰雪经济”的要求，营造“校校有基地、人人会滑冰”
的冰雪运动氛围，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结合当地中小学生年龄、生理等特点，
把冰雪运动引入课堂，以冬季体育教学为切入点，积极推进打造“冰雪校
园”。

根据冬季寒冷而又漫长的气候特点，开展大范围的冰雪运动，是呼伦
贝尔市各个学校多年来冬季体育工作重点之一。各学校均开设了雪地足
球、冰壶、滑冰等冰雪体育课，通过体育课、大课间活动、冰雪节、冬季运动
会等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各种冰雪活动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常
态化活动，带动了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营造了浓厚的冰雪氛围，有
效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广泛开展。

（记者 刘志贤）

□本报记者 马芳

近日，封面新闻“2021 名人堂年度人
文榜”首度推出的“年度新锐青年作家”榜
单发榜，5 位上榜青年作家中，我区“90 后”
作家渡澜是最年轻的一个。2021 年，年仅
22 岁的渡澜摘得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短篇小说双子星奖”，她是该奖项 6 年以
来最年轻的获奖作家。

这位 1999 年出生于通辽市库伦旗的
女孩，刚刚崭露头角就备受文坛关注，屡次
斩获奖项，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她是一位

“天才少女”。
从外表看，渡澜瘦瘦小小，不爱说话，

非常柔弱，说话带着点“童声”。读了她的
作品，才发现这个女孩的内心竟拥有似火
山爆发一般喷薄而出的魔幻想象力。

渡澜对文字的敏感似乎是与生俱来
的。她说，读小学时，语文老师教了“疼”
字，她注视着黑板上的字，全身居然疼了许
久。那时，她发现汉字具有魔力，便开始如
饥似渴地阅读。她说自己喜欢读“杂书”，
百科全书、心理学、社会学的书，她都爱看。

2018 年，渡澜考入内蒙古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这
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安宁。
安宁，生于山东的“80后”作家，中国作家

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内蒙古作家协
会副主席，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
青联委员。目前，她已在《人民文学》《十月》
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作品26部。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完课后，渡澜鼓足
勇气，第一个在微信里给我兴奋地留言，说
终于见到了活的作家。但那时我并未想到
这条微信背后，是一位如此才华横溢的女
孩。”安宁说。在课堂上，渡澜从不主动举
手发言，直到第一次读到渡澜提交的小说
作业，安宁才注意到她。

“马路上阒然无人，密密匝匝的树木肆
无忌惮地颤抖着——在那颤抖的瞬间，长
白鱼鳞云杉和臭冷杉发出香气，孩子们把
这种颤抖和香气当作了若隐若现的秘密。”

《谅宥》是渡澜真正的处女作，是她在写作
课上，提交的第一篇作业。

“我只读了开头一段，就立刻意识到她
有天才式的写作才华。我几乎因为激动而
失眠，为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非同一般
的叙事能力。”安宁说。

之后，安宁便督促渡澜写了第二个短
篇《声音》及第三个短篇《傻子乌尼戈消失
了》。在陆续看完渡澜提交的三篇小说后，
安宁觉得渡澜应该有更大的舞台，就将她

的作品推荐给了国内有影响力的、权威的
文学杂志《收获》。

从《收获》开始，渡澜很快获得文坛关
注，她的作品相继在《青年作家》《收获》《人
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上海文学》等
杂志上发表（转载），并获得《小说选刊》第
二届禧福祥杯新人奖、第二届草原文学奖
新人奖、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新人奖等奖
项。其中《昧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19
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入围 2020 年度
花地文学排行榜。

渡澜告诉记者，她从小虽然很喜欢写
作，但从来没有发表或者出版作品的概
念。直到遇到安宁老师。“几年来，基本上
我的每篇作品发表，都离不开安宁老师，如
果没有她，我或许永远都不知道窗外有如
此广阔的一个文学世界。”渡澜说。

2020 年 12 月 10 日，安宁和渡澜同获
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师生同台领奖成为
一段文坛佳话。“与渡澜同获丁玲文学奖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或许我以后的写作、教
学道路上也很难再有这样独特的体验，这
是一个值得我记忆的闪亮时刻。”安宁说。

大学校园，承载梦想，孕育希望。在内
蒙古大学校园里，除了安宁、渡澜，还培育了
苏热、田逸凡、艾嘉辰等“90后”“00后”作家
新秀。青年是事业的未来，这群青年师生作

家正是我区文坛熠熠生辉的新生力量。
谈到对学生的期望，安宁说：“看到才

华横溢的学生，总有捡到珍宝一样的兴奋，
希望能将他们一一擦亮，放入星空，让他们
各自散发璀璨光芒。希望这些才华横溢、
散发光芒的学生，在未来的路上，始终保持
对写作最初纯真的热爱，创作更多精品力
作让内蒙古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活跃在内蒙古大学的文坛新秀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前不久，第九届内蒙古年度大学生“桃李之星”评选表彰活动结束，10
名大学生获评“桃李之星”荣誉。作为一名高职院校学生，能在众多参评者
中获此殊荣，王晓波激动了很久。

王晓波是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能源与材料工程系 3D 打印 1901
班学生，一直以来，他思想积极进步，主动投身社会实践，在学习和生活中
表现突出，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佼佼者。

早在大一时，王晓波就在“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大赛中获国家
级三等奖 1 次、内蒙古自治区级一等奖 2 次、呼和浩特市级一等奖 3 次。
2020 年，他更是拿奖拿到手软：9 月，荣获院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10
月，在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团体金
奖；12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增材制造项目中勇创
佳绩，拿下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荣获“全国技术能手”“西部之星”等荣
誉称号。

时隔 1 年多再回忆起参加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时的情景，王晓波仍激
动不已：“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水平
最高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我参加的项目是增材制造，俗称 3D 打
印。在全国性大赛中得到肯定，不仅仅是名次那么简单，更深远的影响在
于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我的价值就是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大三的王晓波已经进入一家不错的国企实习 3 个月了，在保证
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细心的他总是不断在思考，他说，在作业过程中发
现了一些设备的缺陷，想慢慢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创新改造，以此来提
高生产效率。

“创新一定是要从实际出发的。在创新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考虑多
方面问题，不要害怕出现问题，问题越多，解决问题后的作品就会有质的飞
跃。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参加大赛，还是面向社会，一定会有不错的效果。
一个合格的创新创业项目必须是经过长时间打磨的，需要打磨的不是项目
书及演示文稿，重点还是在作品本身，不能像一座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
王晓波很愿意把自己的创新经验分享出来。

“感谢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给我们职教生这么多展示的空间与舞
台。”王晓波说，“吾辈当自强！”

王晓波：创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见习记者 李存霞

2021 年 9 月 4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第 16 届残奥会男子标枪 F41 级比赛中，来
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残疾人运动员孙鹏
祥，在第一次投掷时就投出了 45.82 米的
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在第五次投掷时，
孙鹏祥一举投出 47.13 米的成绩，再次刷
新世界纪录，以绝对优势斩获金牌。

夺冠后，孙鹏祥激动不已，他对着直播
镜头竖起大拇指。“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
我获得了标枪项目铜牌，当时我就给自己
定下目标，要在东京残奥会上夺取标枪金
牌。为了这个目标，我一刻也不敢松懈。
今天，我终于获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圆梦
了！”赛后，孙鹏祥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位在东京残奥会赛场上备受瞩目、
为祖国争光的残疾人运动员孙鹏祥来自内
蒙古。1991 年，他出生于兴安盟科右中旗
高力板镇国光嘎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由于先天生长发育不良，孙鹏祥的身高只
有 137 厘米。但他自小就特别喜欢运动，
展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2008 年，孙鹏祥
在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读高
中时，恰巧碰上旗残联去学校选拔运动员
参加兴安盟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足球场上
意气风发的孙鹏祥被幸运选中，接连几场
比赛中，孙鹏祥的表现特别引人瞩目。

2011 年，经过层层选拔，孙鹏祥再次
脱颖而出，他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
残疾人运动会，在田径比赛中一举夺得铁
饼、铅球、标枪等 3 个项目第一名的好成
绩。同年，孙鹏祥首次参加全国比赛，在第
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标枪、铅球
两个项目的第四名。

2013 年，22 岁的孙鹏祥正式进入内
蒙古残疾人田径训练基地接受专业训练，
主攻投掷项目。铁饼、铅球、标枪等投掷项
目，要求运动员具有很强的速度力量、柔韧
性及大幅度协调用力的能力。要想出成
绩，身材矮小的孙鹏祥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努力。跳跃、卧推、深蹲、挺举、抓举、跳远、
投掷⋯⋯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孙鹏祥从
来没喊过苦叫过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孙鹏祥在国内
各项赛事中崭露头角。全国残疾人田径锦
标赛标枪金牌，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六届特奥会标枪银牌、铅球银牌，IPC
田径大奖赛标枪银牌、铅球铜牌⋯⋯一个
又一个奖牌，是汗水和泪水铸就的勋章。

接连取得优异成绩的孙鹏祥，成功入
选了国家队。2015 年 10 月，他迎来了人
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的世界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上，孙鹏祥不负
众望夺得标枪项目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亚
洲纪录和世界纪录。

2016 年，孙鹏祥第一次站在了残奥会
的赛场上，他的目标是里约残奥会标枪金
牌。但由于比赛时状态不佳，未能发挥出
最好的水平，他最终获得铜牌。

此后，孙鹏祥更加刻苦地训练，几乎
全年无休，拼尽全力为梦想而战。终于，

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孙鹏祥圆了金牌
梦。“这是给我自己最好的 30 岁礼物。”孙
鹏祥说。

2021 年 10 月，在陕西西安举行的全
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田径赛
场上，孙鹏祥又迎来一次“大丰收”，先后收
获了标枪金牌、铁饼银牌和铅球铜牌，集齐
金银铜牌，圆满结束本届残特奥会之旅。

一次又一次超越的背后，是艰苦的训
练和长期的坚持。长期在田径场上训练，
风吹日晒，让孙鹏祥的肤色变得黝黑，身体
也有了些伤病。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他
连续两年未能回家过年，平时只能与家人
通过电话、微信交流。家人思念他时，就翻
翻照片。

这个春节，孙鹏祥终于得空回家和家
人过了个团圆年。正月十五开始，他又投
入到了紧张的训练中，备战即将于今年下
半年举行的杭州亚残运会。孙鹏祥说：“我
会继续努力训练，不断超越自我，争取取得
更加优异的成绩！”

孙鹏祥：不向命运低头 只为梦想而战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影报道

青年是什么？是活力，是动力，是梦想。北疆青年有绚烂的梦想，也
有掷地有声的担当。他们正迸发活力、释放动力、怀揣梦想，在各自岗位
上甘于奉献，奋勇前进！今天，我们来认识几位内蒙古青年，他们在不同
的战线上绽放青春，挥洒汗水，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精彩人生

●正青春

●青春飞扬

●朝阳

●新青年

●创新创业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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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几篇安宁和渡澜的作品后，不由
自主被她们细腻的情感和奇妙的想象力
所吸引，有一种被卷入黑洞，想一口气读
完她们所有作品的冲动。我想，这可能就
是优秀文学作品的魅力。作为一名文学
爱好者，非常兴奋，在内蒙古这座文学富
矿里，有安宁、渡澜、苏热、田逸凡、艾嘉辰
这样的珍宝。徜徉在各位青年作家的作
品里，感觉汲取了智慧力量，视野更开阔
了，心田也得到了万般滋润。优秀文学作
品启迪心灵的作用可能就在于此吧。希
望在嘈杂纷扰的世界里，内蒙古能涌现出
更多像安宁和她的学生们一样的优秀青
年作家，带领读者畅游文学世界，体味文
学的独特魅力。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寒假恰逢立春节气，日前，兴安盟阿尔山市第一小学二年 2 班的全体
同学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他们的 2022 年综合实践活动之二十四节气研究。

同学们用手抄报的形式制作了二十四节气歌、二十四节气顺序表、立
春习俗等。同时，在立春这天，同学们和家长一起做春饼、包饺子，“咬春”，
亲身感受传统民俗节气的魅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学校将不断引导学生对每个节气的物候、农事、民
俗文化、美食、诗词、谚语等信息进行观察、实践、体验、研究。同时，还将通
过活动培养学生搜集、筛选、整理资料的能力，也会在以后的室内外实践与
研究的过程中，加强学生观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此主题下，学校将注重融合多学科知识的渗透，
让学生多角度地了解二十四节气，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
族的劳动智慧，增强文化自信。

据介绍，该校还将把这些节气文化引入学生的课后服务课堂，丰富“双
减”政策下的校园课堂，让学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棒棒的！一群小娃娃研究二十四节气

刘建刚，呼和浩特市滑雪教练，从事滑雪教学 8 年，让更多的小朋友喜欢滑雪、爱
上滑雪，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冰雪运动。

岱庆，内蒙古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从警几年来一直坚守一线，确保
口岸边境安全。

段飞，大学生创业者，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从事鲜花种植的“新农人”，他让百合、郁金香等罕
见鲜花品种，实现本土化种植。

李 强 ，包
头晚报摄影记
者 ，常 年 奋 战
在 新 闻 一 线 ，
用镜头记录下
很 多 历 史 性
的、感人的、有
趣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