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白莲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也。”百年前，革命先驱陈独秀寄语广大青
年。

在新时代，广大北疆青年在平凡的岗
位上发光发热，用奋斗、奉献推动社会发
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将个人奋斗的“小
目标”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大蓝图”，把对
中国梦的追求化作一件件身边实事，在磨
砺中长才干、壮筋骨，在拼搏中担重任、挑
大梁。

奋斗，是新时代青春的底色。
19 年如一日，坚守灭火救援一线，参与

急难险重灾害事故 2000 多起的内蒙古消防
战斗员廖其涛，选择用汗水和热血守护一
方人民的安宁，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完成技术攻关 70 余项，技术革新、合理
化建议百余项，今年 39 岁的内蒙古一机集
团数控车工赵晶，用青春的汗水擦亮“大国
工匠”的金色名片，心怀“国之大者；

全区 49 所高校团委组建自治区级重点
团队 719 支，校级重点团队 4.3 万支，组织带
领 30 余万名青年学生奔赴各地开展党史宣
讲、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生态环保、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推广等系列活动，北疆青年以更加
开放自信的姿态，展现出更加全面的发展
⋯⋯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广大青年用脚步
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
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
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
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接续奋斗、凯歌前行，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
奔跑，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
梦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奋斗者，正青春；奋斗者，永远年轻。
在内蒙古这片信仰浇灌的、笃志奋发

的热土上，我们坚信：北疆青年有信心、有
能力、有底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洪流中交出亮丽答卷！

□本报记者 王坤

被人称作“老牛”的牛啸博，不过 38 岁，是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年轻的副主
任医师、武汉大学临床医学博士。

有人亲切地唤他“老牛”，有人直接省去
“啸”字，一语双关称他“牛博”。

要说“老”，“老牛”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
扎实全面，膝、髋、肩、踝关节疾患的诊疗技术高
超，各地患者纷纷慕名而来⋯⋯是有些“老资历”
在身上的。

其实他正青春。从医 15 年，“老牛”把爱奉
献给患者，把青春奉献给事业，面对急难险重
的各项任务，从不退缩，一颗初心始未改。

初为医生，“老牛”便立志要做一名好医
生，做人民群众的健康守护者。在他众多的高
龄患者中，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让“老牛”记
忆犹新。

这位老人参加过不少战役，包括抗美援朝战争
中惨烈的铁原阻击战，战功显赫。战争结束，他被分
配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邮政局。退休后，他深藏
功与名，在当地生活。95岁时，老人不慎股骨、颈骨
骨折。“老牛”为其进行术前评估，请相关科室会诊，
并实施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最让“老牛”感动的是术前老人提出的要
求：用最便宜的关节、最便宜的药物⋯⋯

“老牛”说，老人并不缺钱，他有退休工资及
国家相关福利补助，而且是公费治疗，但是他依
然坚持用价格最低的药物和材料。

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反复地说：“要给党和国
家省钱，不能浪费”⋯⋯

“这位老共产党员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我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把更多的爱
传递给广大患者，趁青春，为医学事业不断进步
努力拼搏。”“老牛”说。

医者，仁心。在老家和一些农村牧区，常看
见“罗圈腿”走路的老年人，还有很多膝关节疼、
股骨头坏死下不了炕的患者，“老牛”心痛不已。

“很多人不了解，人工关节置换术可以很大程度
地减除病痛。现在人工材料纳入国家集中采购，
价格下降了 80%左右，真正为老百姓解决了实
际困难。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更多的患
者减除病痛。”

今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肆虐。“老牛”
和同为医生的爱人张江英主动请战逆行，加入一
线抗疫队伍。张江英去自治区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参与救治工作，“老牛”参与一线核酸采
样，2 个孩子被送去奶奶家。

零下20度、大雪纷飞的夜里，在厚重羽绒服加
不透气的防护服里，上千次费力地抬手；在不到2毫
米厚的医用手套下，双手一次次感受着消毒液的冰
冷刺骨⋯⋯这背后，支撑“老牛”的，是医务人员的
初心与使命，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梅刚

5月5日一大早，记者走进位于乌兰察布市化
德县张利娜创办的公司，瞬间就被墙上展示的一
件件精美刺绣吸引，这些制作工艺考究、造型细腻
精致的手工艺品，全部出自残障人士之手。

2010 年，22 岁的残疾姑娘张利娜凭借一
腔热血和灵巧的双手走上创业之路，如今，公司
生产的纯手工编织汽车坐垫、中国结等产品，已
销售至国内许多地区。

在近 300 平米的纺织生产车间，伴随着雕
刻机“哧哧”响动声，张利娜正聚精会神地指导
工人编织中国结。

“结编好后，抽紧是最关键一步，一定要记
牢手法，慢慢就熟练了。”34 岁的张利娜患有先
天性髋关节脱位、致脊柱侧弯病症，初中没有毕
业她便休学在家。开过小店、干过收银，但她心
中一直有个创业梦。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喜爱手工制作的张利
娜萌生了组建残疾人手工作坊的想法。2010
年，在化德县人社、残联等部门的扶持下，张利
娜创办了化德县残疾人创业就业培训中心。在
不到 50 平方米的场地，她领着 5 名残疾人，用
灵巧的双手制作十字绣、串珠、布艺等。半年
后，加入群体的姐妹增加到 13 人，通过自身努
力，她们还幸运地获批了政府公益性岗位。

2014 年，张利娜不断参加各类培训学习，

将培训中心手工制作品类增加到十几种，带领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掌握一技之长。

2 年后，张利娜主动放弃低保，注册成立了
自己的手工艺品有限公司。经过一次次寻找、
考察，张利娜决定将手工制作“冰丝汽车座垫”
作为公司主要生产项目，并聘请资深手工编织
师为工人开展技术培训。

2018 年，为满足生产升级需求，在化德县人
社就业部门扶持下，公司购入大型雕刻机和出
料机，引进“中国结”生产项目。现在，公司吸纳
了 30 多名残障人士，随着产品销路越来越好，
他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张利娜还开设了残疾人免费培训班，教授
十字绣、服装裁剪等手艺，不少人经过培训后开
启了自主创业之路。

不久前，又一好消息传来：化德县利用“京蒙协
作”资金投建了3000平米乡村振兴生产车间和残
疾人种养殖基地，在中央编办挂职团队的努力下，
一条全降解塑料制品生产线的项目已投入生产。

“车间和基地建成后，将通过‘车间+合作
社+项目’的模式打造产业链，同时面向残疾人
实行项目匹配，为 200 多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
位。”张利娜高兴地说，她的公司通过与基地形
成联动机制，走产供销一体化的路子，推动残疾
人就业渠道多元化。

“带领残障姐妹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获
得收入，收获的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价值
感、成就感和获得感。”张利娜说。

□本报记者 柴思源

赛场上，作为运动员的窦丹，敢打敢拼，头
脑清晰，是一个眼神就能震慑住对方的热血拳
手；

赛场下，成为教练员的窦丹，耐心认真，
因材施教，是学生们眼中严肃又活泼的大姐
姐。

在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之际，窦丹获
得自治区直属机关“青年五四奖章”，这不仅是
对她优秀过往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极大鞭
策。收获这份荣誉后窦丹第一时间和记者分享
了自己的感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要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专业领域不断追求卓
越、自我超越，我也会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学生
们！”

时刻拼搏奋斗，时刻寻求突破，窦丹一直如
此要求自己。“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最怕的就
是伤病。”窦丹说。2014 年世锦赛，窦丹在比赛
中右膝韧带断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一下跌
入低谷，“手术、恢复是一个极为漫长又难熬的
过程，那种身体不由自己支配的感觉让我产生
过放弃的念头。”

受伤恢复的几年里，窦丹的教练和团队工
作人员都给予了她极大的鼓励，看着这么多人
关心自己，窦丹觉得不能辜负了大家。而回忆
起拳击带给自己的激情满满、血脉喷张的快感，
窦丹心里的小火苗又燃烧起来。

热爱能抵万难。2017 年，结束漫长恢复期

的窦丹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因为太长时间
没有参赛，比赛形式和规则都在变化，那年全
运会我拿到预赛第三，决赛第二的成绩。”窦丹
说。

在一场场比赛中逐渐找回竞技状态，窦丹
在 2019 年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这一
年，窦丹先是斩获亚洲拳击锦标赛金牌，随后又
在女子拳击世锦赛中实现卫冕，紧接着又拿下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拳击项目女子 64-69 公
斤金牌。

“当赛场上裁判举起我的手，示意我是冠军
的那一刻，我内心非常平静。因为平时训练付
出的足够多，我对金牌志在必得！”赛场上窦丹
总是霸气十足。但每当国歌响起时，窦丹总会
热泪盈眶。“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我就感受到了
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价值。”窦丹说。

2021 年 9 月的全运会是窦丹运动员生涯的
最后一站，因为右膝的旧伤，窦丹无法承受高
强度的训练，只能带着对赛场的万般不舍退
役。“成为教练员，是换了个角色续写我和拳
击的故事！”窦丹希望自己的未来都和拳击有
关。

角色的转换也带来心态上的成熟。窦丹直
言：“以前作为运动员，只需要管好自己。但教
练员就需要关心每一位运动员的状态，根据他
们各自不同的技术特点去训练，还要对年轻运
动员的心理和思想波动进行及时有效的疏导。”
经历了巅峰，也走出过低谷，窦丹会把自己多年
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助力更多优秀的拳手脱
颖而出。

□本报记者 白莲

王建国教授是个”闪闪发光”的人——
在本科生眼中，他幽默风趣、亦师亦友，所

带的有机化学课程整个学期 0 缺勤、0 补考，在
他的严格要求下，许多学生在各类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在研究生眼中，他醉心科研、严谨治学，指导研
究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
多人次获得国家、省级奖学金；

在团队成员眼中，他敢为人先、不断创新，活跃的
科学思维和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周围
的人，当科研陷入困境时，他总有办法让人重拾信心。

不久前，王建国刚荣获第十届“内蒙古青年
五四奖章”，他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学者、自治区杰出青年人才、“草原英才”。

王建国被称为会“发光”的教授，还源于他的科
研成果——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离子-π相互作
用构建高效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新策略，所得到
的发光材料实现免洗涤的癌细胞靶向成像，同时还
实现可控的细菌、癌细胞程序性荧光介导光动力杀
伤；提出离子-π相互作用调控三线态辐射跃迁，构
建高效纯有机室温磷光材料，为深入理解有机室温
磷光材料提供了分子水平的认识，实现了单组分白
光的构筑⋯⋯这些发光材料的获得，为用现代科技
对早期癌症诊疗起到积极作用。

科研成果取得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全年无
休、板凳甘做十年冷的诚挚热爱和无悔付出。

“我坚信天道酬勤。做科研是件需要持之

以恒的事情，只有克服惰性、不断学习，才有可
能超越自己，获得突破。”王建国说。

放弃区外优越的环境和待遇回到家乡，王
建国的选择很坚定。

“要记住你的根在哪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
你。”乡村教师的父亲，打小这样教育他。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扎根西部，回
报家乡、服务社会是他年幼萌生、从未改变的
情怀。伴随着这样情愫，少年初长成的王建国
外出求学，徜徉于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知识
殿堂，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和学术能力。

2019年，王建国以“骏马计划”B1岗进入内
蒙古大学后，组建了科研团队，并带领团队致力于
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研究，特别是新型聚集诱导发
光材料的发光机理、以及其在生物成像、疾病诊疗
等方面的应用研究。通过不懈努力，3年来，他带
领团队突破了现有研究的瓶颈、实现了新的研究
发现，科研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耕耘者最信得过自己的汗水，每一滴汗水都
孕育着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承担着繁重的科研工
作的同时，王建国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职责，坚持
在教学一线，让科研创新成果服务于教学。

“在实践中学习，将书本知识和实践有机
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
解，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实验室空
间不足的情况下，王建国克服困难鼓励更多的
本科生走进科研实验室。

如今，他继续专注地从事心爱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在宁静中沉淀，在积蓄中成长，在北疆
广阔的青春赛道上意气风发、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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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躬耕一线，闪闪“发光”

张利娜：身残志坚，创业“织”梦 牛啸博：“老牛”不老，青春正好

窦丹：赛场内外，“拳”力以赴

王建国正在做实验王建国正在做实验。。 赛场上的窦丹赛场上的窦丹（（右右））拳拳生风拳拳生风。。

张利娜张利娜（（左左））正在教小伙伴制作车挂件正在教小伙伴制作车挂件。。 牛啸博牛啸博（（右一右一））正在实施手术正在实施手术。。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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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赛道上跑出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