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10名科研人员入选
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近日，中科院公布的《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公布2021
年度“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入选名单和2017年度入选者
终期评估优秀名单的通知》显示，我区10名优秀青年学者入
选2021年度中科院“西部青年学者”项目。

截至目前，内蒙古共有54名青年人才入选该计划。通过
“西部之光”青年学者项目的资助和培养，青年人才成长迅速，
逐渐成为本单位乃至本行业的骨干和专家。 （记者 白莲）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青年，是民族的脊梁，哪里需要，哪里就
有他们的身影。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出现疫情后，这些有
为青年主动应战，坚守在抗击疫情一线，守护
家乡，奉献爱心，谱写内蒙古青年战疫篇章，
让青春在战疫中闪光。

“叮”“叮”“叮”……云珂的微信提示音响
个不停，“22年疫情防控储备志愿者”“恒大城
二期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党委社区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榆林镇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一个个微信群多到仿佛能把她的手机挤爆。

云珂是呼和浩特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
处的一名工作人员。2月15日，呼和浩特市
发生疫情以来，呼和浩特市团委发布“我们需
要你”招募令后，该市团员青年闻令而动，组
成青年志愿者团队迎战。云珂负责志愿者调
度工作，梳理调拨志愿者信息，为各社区、核
酸检测点源源不断输送志愿者力量。

大学期间，热爱公益的云珂就一直利用
课余时间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近
800小时。这次疫情，她再次肩负起志愿者
调度工作，搭建平台集中志愿服务有生力量，
将需求透明、量化，极大提高了上岗率。同

时，她还随时解答志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每
天从早上6点忙到凌晨，疲累不堪的她仍坚
持将当天的工作情况和总结详细地记录在工
作日志里。短短半个月，云珂瘦了六七斤，但
她仍然满怀激情地工作着。

24岁的特力更是呼和浩特市农大社区的
志愿者。每天，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拿着电喇
叭在辖区播放核酸检测注意事项。这已经是
他第3次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了。

3次参加抗疫志愿服务的经历让他工作
起来更熟练，他主动为志愿者排班，协调指
挥。他说：“每一次的志愿服务都会收到很多
居民送来的爱心，有送奶茶方便面的，还有送
手套的，这些爱心让我们志愿者很感动，我们
一定要坚守到疫情防控阻击战胜利的那一
天。”

“年迈的老人腿脚不便，行动缓慢。眼看
着做核酸检测的人越来越多，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我心里十分着急，干脆背起老人，背着
他通过绿色通道进行检测。这样，不仅方便
了老人，也为早日完成全民核酸检测工作争
取了时间。”张志飞说。

张志飞就是“青亲包头”微信公众号里
《你背起老人的样子真帅》里的主人公，包头
市好青年、优秀的青年志愿者。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单

泽跃，在包头市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名成
为了一名志愿者。志愿服务中，他的主要工
作是登记、信息采集和引领。每一轮检测，他
都要从下午三四点忙到深夜11点，有时冻得
手脚都麻。但他却说：“我是一名青年志愿
者，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在这个特殊时
期，我应该冲锋在前做表率，为抗击疫情奉献
自己的青春力量，疫情不退我不退！”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巴彦淖
尔市发生疫情后，邻近的乌海市迅速反应，开
始环境消杀作业。为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由
乌海市爱心协会、乌海市蓝天救援队组成的

“乌海市红十字疫情防控突击队”再次展开大
规模消杀活动。

2月19日以来，志愿者们的身影出现在
海勃湾区的大街小巷。每天早晨8点半到下
午6点，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志愿者们换上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背起20多公斤重的弥雾
机，穿梭于各楼宇之间，进行全覆盖地毯式消
杀。

乌海市爱心协会负责人乔高磊是一名退
伍军人，他第一时间组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队伍，冲锋在前。从军保卫国，退伍保卫家。
乔高磊说：“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也不会说
什么漂亮话，只知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
时候就应该站出来。”

疫情之下，无数青年志愿者闻令而动，义
无反顾投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据自治区
团委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区参与疫情防控的
青年志愿者人数累计超过 8万人次。下一
步，自治区团委将继续加大与呼和浩特市团
委、包头市团委联动，补充青年志愿者骨干力
量到一线，落实疫情防控具体措施，形成常态
化轮换机制，持续做好疫情防控青年志愿服
务工作，精准服务社区需求，强化管理，营造
氛围，为一线青年志愿者提供物资保障和服
务，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闻令而动 青春在战疫中闪光

□本报记者 赵曦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员
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在屏幕前唱响中国少年
先锋队队歌。

3月1日开学，受疫情影响，包头市小蒙
古马少先队队长学校的少先队员正在家中的
屏幕前观看、参与这节特殊的“红领巾学院开
学第一课”。辅导员郭媛媛正是这场线上活
动的指导者。

知性的装束，亲切的笑容，专业而富有感
染力的谈吐，睿智果敢的性格是郭媛媛留给
孩子们的第一印象。

“这段时间，我作为一名志愿者积极参与
社区抗疫，休息时间就准备少先队工作，孩子
们的事是大事，再忙也不能耽误。”郭媛媛疲

惫的眼神里，流露着坚毅。
郭媛媛是自治区少先队名师工作室领头

人、包头市青少年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她的身
上环绕着全国优秀辅导员、自治区优秀共青
团干部、包头市三八红旗手、包头市青年岗位
能手等荣誉光环。

20余年，她爱岗敬业，坚守在包头市少先
队工作岗位，默默奉献，倾心打造自治区少先
队品牌项目2个——包头市红领巾学院和小
蒙古马少先队队长学校。

“我最爱孩子，就想给孩子们做点事，给
少先队做点事。”郭媛媛说。郭媛媛言传身
教，带领少先队员在活动中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创建“爱心哥哥姐姐在行动”“家
风与传承”“中青未来公益大篷车”等品牌活
动。

她带领工作室成员通过完善工作机

制、整合社会资源、优化培养模式、丰富课
程设置、创新活动形式、创建工作试点等一
系列重要举措，丰富实践教育形式，让少先
队教育“活”起来，并加强校内校外资源联
动，打造少先队工作共建共享一体化建设
链条。

她带领工作室辅导员用热情点亮前路，
用智慧点燃队员梦想，逐步形成“培训系统
化、培养个性化、研究深入化、管理信息化、活
动系列化”的辅导员成长孵化机制和少先队
员快乐活动模式。

她用青少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
式，聚焦“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进行宣
讲。2021 年，她为 2000 余名少先队辅导
员、少先队员送去 20余场政治启蒙和价值
观塑造的宣讲。组织工作室成员以实践教
育为依托，特色活动为亮点，积极开展“童

心向党”“红领巾学党史”“我向党旗敬个
礼”“红船精神领航成长”等生动的实践教
育活动，开展红领巾学院开学第一课《红领
巾学党史》、“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建队日
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引导少年儿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坚守少年儿童工作岗位23年，大队辅导
员、副校长、团委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的成
长轨迹留下了郭媛媛对孩子无尽的关爱，工
作突出，载誉无数，郭媛媛对少先队工作有了
更高的目标。

“让广大少先队员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引导少年儿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是我们
的使命。”郭媛媛说。

郭媛媛：带领少先队员在活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正青春

●青春飞扬

●强国有我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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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虎年春节，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挺身而出，他们来自各行
各业，他们奔走在抗疫最前方。他们的脸庞
被口罩勒出一道道伤痕，他们的手脚在寒风
中被冻得麻木，他们顾不上吃一口热乎的饭
菜，他们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他们真的
很累很苦，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疫情不退
我不退！历经风雨的肩膀更懂得担当，挺过
磨难的脊梁更加勇毅前行。这，就是新时代
青年的硬核担当，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记者手记

●心理圆桌 近日，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接收到一笔“特殊”的捐
款。这笔捐款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超能级部全体29
个班级。学生发起自愿捐款活动，共筹集到善款24124.03
元。学生代表孟煜、奥铠泽将款项送到呼和浩特市红十字
会，并表示：“最近天气寒冷，医护人员及志愿者坚守岗位，
奋战在抗疫一线。我们作为二中学子，作为青城人，作为新
时代青年，应尽绵薄之力、表真挚之情，只愿山河无恙、世间
皆安。”

（见习记者 李存霞）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学生
为抗疫自发捐款2万余元

□本报记者 赵曦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呵护青少年群体的
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打造更加和谐、绿色的
网络环境，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3月1日开学了，呼和浩特市中小学开启
了网课模式。不少家长开始忧虑，孩子会不
会对网络产生依赖？如何发挥互联网优势，
引导青少年科学上网，让互联网成为学习好
帮手？

内蒙古第三医院少儿中心专家孙雅建
议：首先，青少年要提高自我管理意识，增
强自我调节能力。青少年要主动接受和获

取日常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信息和知识，树
立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少年在家长
引导下，主动发现并培养兴趣爱好和特长，
投入适当精力，减少日常上网时间。青少
年应积极参加团体活动和社会实践，开拓
眼界和充实业余生活，把学习理论知识和
生活实践结合统一，丰富内心世界，提高思
想境界。

第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营造平等、尊
重、和谐的家庭气氛，采取积极倾听的有效方
法，与孩子沟通交流，鼓励孩子表达想法，并
给予肯定和支持。家长要科学认识网络，将
网络作为与孩子交流沟通的良好渠道，积极
主动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适时引导和帮助

孩子远离网络中的危害和风险。当家长发现
青少年沉迷网络或游戏成瘾时，首先应调整
心态、冷静处理，尽量避免过度说教和肢体惩
罚等无效管制方式，可先尝试寻找其他的娱
乐方式替代游戏，如家庭KTV、读书、动感单
车、体感游戏等，让青少年从其他娱乐和运
动方式中找到快乐感和成就感。同时，与孩
子协商制定明确的奖惩规则，在日常生活中
奖罚分明。也可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精神医疗
机构咨询和寻求帮助。

第三，学校和老师要给予成瘾学生充分
的关心和尊重，适度关注学生情绪变化和行
为方式，消除周围同学的歧视感和边缘化，
缓解人际关系压力，营造轻松和谐的校园环

境。学校和年级组定期举办团体活动和社
会实践，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引导学生勇敢
展示自我，提升自身价值，增强自信心和掌
控感，发掘现实生活的乐趣和希望。班主任
老师与学校心理辅导室建立双向沟通模式，
心理辅导室老师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个
体心理咨询、沙盘游戏、心理学量表测评等
方式，掌握学生人格特征和内心压力来源，
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动态关注和定期评估学
生心理状况，有效帮助学生舒缓不良情绪，
减少学生在游戏中的情绪宣泄和角色认
同。学校积极组织搭建“家—校—医”联盟，
形成良好社会支持系统，必要时及时转诊专
业医疗机构。

让互联网成为青少年学习好帮手

□本报记者 赵曦

“我的责任在这里，我的战友也在这里，这里是我的第二
故乡，我一定要守护好她。”这就是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光明
路特勤站队员刘险锋的防疫宣言。

从烈焰滚滚的火场，到没有硝烟的战场；从抢险救援一
线，到抗击疫情的战线，2年前，全国消防救援队伍抗疫先进
个人刘险锋在自己的家乡湖北省麻城市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冲在抗疫第一线，如今他再次扛起弥雾机，守护自己的第二
故乡——乌海市。

3月份开学之际，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任务，要求
对当地乌海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复课前的消杀工作，刘险锋得
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消防站指导员。

“让我带头去吧，我有经验！”刘险锋说。在去往消杀地
点的路上，关于消杀药剂的配比、消杀器材的调试操作、防护
服的穿戴等流程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遍又一遍。到达消
杀地点后，由刘险锋带队的消杀小组迅速开始前期的准备工
作。

“为了确保消毒工作的科学和精准，消杀器材的选用和
药剂的配比上，我们都要仔细严谨。”开始前，刘险锋强调着
注意事项。随后，佩戴护目镜、手套、口罩，背上20多公斤重
的弥雾机，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大家一定要把防护服和护目镜穿戴好！”消杀任务开始
前，刘险锋逐一帮助队友将拉链从下而上依次拉上，密封拉
链拉口，确保每名队友没有一处皮肤裸露在外。消杀任务开
始后，他们在充满刺鼻消毒水味道的环境中来回穿梭，仔细
对教室、食堂、实验室、宿舍等区域进行消杀。“尤其是教室的
桌椅、垃圾桶和宿舍都是和学生高频接触的地方，都有一定
的风险，一定要消杀仔细，绝不能放过每个细节。”刘险锋不
时地嘱咐队友。

现场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味道，他们从这个区域到那
个区域，认真地执行着消杀任务，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虽然是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但是一趟消杀流程下来，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里汗流浃背，他们却顾不上透透气。摘下
防护面罩的时候，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勒痕，嘴唇也干裂脱
皮。

“消杀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我们多坚持一会儿，孩子们
的安全就能多一份保障。”刘险锋不时地给一起消杀的队友
鼓劲。整个消杀过程经历了3个多小时，刘险锋和他的战友
们完成了学院5栋教学楼和宿舍区近4万平米建筑的消杀
工作。

今年是刘险锋在乌海的第十年。工作中，他一往无前冲
锋陷阵，在疫情面前他毫不退缩，把一腔热血化为坚守，守护
着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用实际行动履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
铮铮誓言，展现新时代消防“火焰蓝”的忠诚和担当。

他，再一次扛起了弥雾机……

●新青年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公示了2021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部级精品课”名单，我区17件作品作为优质课程
资源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展示。

本次“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共有全区3330所中小
学8567名教师报名参与，涉及各学段31个学科。其中，257
件优秀作品代表我区参加教育部遴选。通过组织本次活动，
提高了教师研究课程教材内容深入度，提供了更多学习借鉴
优质课程案例机会，提升了教师专业化水平。同时，通过融
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系统化、体系化建设云平台优质课程
资源，为我区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 刘志贤）

我区17件微课作品
在国家平台展示

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青年消防员创意防火宣
传方式，延伸宣传触角，与各大快递物流公司沟通，在辖区快
递分发点，把精心制作的防火提示贴画跟随每个包裹，送到
网购群众手中。同时，协调外卖平台，将制作好的消防知识

“垫餐纸”附赠在外卖小哥的送餐包裹里，让群众足不出户就
可以学到消防知识。目前，已协调15家快递公司及2个外
卖平台、42个快递网点、200余名快递员及100余名外卖骑
手开展“消防快递”及“消防外卖”入户公益宣传活动。

（记者 赵曦）

把“移动消防宣传”
送到群众手中

□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影报道

内蒙古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高涨。
看！从冰场到雪场，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自由驰骋，
激发青春力量。

在冰雪运动中
激发青春力量

体验冰上快乐体验冰上快乐。。

滑雪爱好者在雪场驰骋滑雪爱好者在雪场驰骋。。

孩子正在感受短道速滑运动魅力孩子正在感受短道速滑运动魅力。。
滑雪教学滑雪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