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火焰蓝”讲解常见火灾知识

5 月 20 日，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当地开展“北疆蓝焰”志
愿服务宣传活动，旨在弘扬志愿者精神,全面普及消防安全知
识。

活动中，志愿者向群众讲解了生活中常见的火灾知识及处
置办法。特别提醒市民，要注意防范电动车、家庭电气、线路老
化等火灾隐患。

活动中，共向群众发放各类消防知识宣传手册 650 余份，
消防文创礼品 50 件。 （记者 赵曦）

暖招齐发推进毕业生就业创业

为推进 2022 届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自治
区教育厅推出多项暖心政策。

据悉，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全区各高校着力促进毕业生多渠
道就业，引导毕业生到新领域新业态就业、到城乡基层就业、参
军入伍，加大政策性岗位落实力度和各类就业岗位挖掘力度。
要继续构建高校与产业集群、与行业、与地方政府对接机制和
需求对接平台，继续强化全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一体化平台
建设。要着力提高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强化就业育人实效，强
化重点群体帮扶。要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要着力健全就业
创业工作机制，完善评价反馈体制机制。

（记者 刘志贤）

内蒙古财经大学访企拓岗促就业

5 月 11 日至 12 日，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组织学生前
往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和用友·新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开展访企拓岗调研交流活动。

活动中，双方就深化校企合作、产学融合、实习就业以及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数智化教学体系、实践教学等内容，进行交
流座谈和供需对接。会计学院与两家企业达成校企战略合作
意向，并签署校企合作和实习基地建设协议。截至 5 月 20 日，
该校已开展 7 次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

（记者 白莲）

□本报记者 赵曦

“嘟⋯⋯嘟⋯⋯嘟⋯⋯”5 月 20 日上午 8
时，呼伦贝尔市森林消防支队海拉尔区大队
二中队指导员石剑锋吹响紧急集合哨，召集
40 名消防员列队集合。

森林防火重于泰山。每年呼伦贝尔市森
林消防支队的指战员都要把大量精力放在防
火上面。今天，他们要去海拉尔国家森林公

园开展防火宣传。
“森林防火知识有奖问答和森林防火有

话说活动马上开始，请大家积极参与，回答
正确的，就奖励一根热玉米。”石剑锋说。

“进入林区，可以带入火柴、打火机吗？”
“不能。”群众纷纷回答。
“在野外不能随便使用明火，咱们要和这

些消防员叔叔学习，保护好大森林！”一位女
士对自己的孩子说。

1 小时不到，热玉米被“抢”空，负责“颁
奖”的三级消防士葛瑞杰高兴地说：“群众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大家对森林防火都很
重视。”

今年 34 岁的曹勃，在森林消防队伍工作
了 16 个年头，他对自己守护的森林，有着深
厚感情。

“这片卫士林一共有 3 万多棵松树，看着
它们茁壮成长，我就觉得当一名消防员有意
义。”曹勃说。

为了守护这片碧绿，一代代消防员常年
苦练业务：5000 米耐力跑、风力灭火机规范
操作、火场现地指挥⋯⋯

“森林火来势凶险，只有平时多训练，做
好准备，发生火灾时，才能随时冲得上，打得
赢。”“最美大脚”张振飞说。

“最美大脚”是张振飞的别称,这一美名
来自一场大火。

2017 年，当时大兴安岭毕拉河地区突发
山火，火势凶猛，过火面积达到 1.1 万公顷。
第一批次到达火场的消防指战员,冒着零度
以下的气温，带领 17 名战士穿过齐腰深的冰

河，赶赴火线，参加战斗。经过 2 个小时的鏖
战，火线扑灭了，为全线胜利抢夺了先机！

在第二天休整时，记者拍到了张振飞脱
下袜子的瞬间——脚趾、脚板泡得惨白，血痂
袜子黏连浸透，水泡血泡连成一片，一双血肉
模糊的大脚让亿万观众潸然泪下。从此，“最
美大脚”就成了张振飞的代名词。

70 年来，一代代森林消防员扎根边疆，
累计扑救森林草原火灾 1800 余起。他们每
年还要在森林里补种树苗 1 万多株，为守护
北疆生态，贡献青春力量。

同样在呼伦贝尔，一个由守护小草而成
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也在紧张地忙碌着。

“每一株小草都是一个生命，我们一定要
爱护小草，带领更多青年参与到生态保护中
来。”今年 33 岁的守扬，做专职绿化青年志愿
者已经 7 年。

她讲了一个故事。2015 年，守扬在参加
清理草原垃圾活动时，发现了一株翠绿的小
草，从一个易拉罐细小的裂缝中钻出来。她
小心翼翼地将易拉罐从小草身上取下，但小
草已经被易拉罐卡掉了皮儿⋯⋯

这件事触动了她，她决定成立一个以保
护呼伦贝尔大草原为目标的志愿者团队，引
导更多人关注草原保护并施以行动。她放弃
了自己创办的公司，成立呼伦贝尔环保志愿
者协会，做了一名专职绿化青年志愿者。

截至目前，该协会已联合 278 个团体参
与到绿化行动中，涵盖自然教育、生物多样性
保护、环保公益林、国土洁净行动等多个领
域。协会成立至今，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98

万人次，志愿服务时长 6.72 万小时。
2021 年至今，自治区团委以“美丽中国·

青春行动”为总揽，通过“青春助力美丽内蒙
古生态文明实践行动”、青春助力“一湖两海”
生态治理文明实践行动等品牌活动，在 12 盟
市成立“共青团+青年环保社会组织+青年志
愿者队伍+青年突击队”的“蒙小青”队伍，动
员 10.5 万 余 名 青 少 年 参 与 绿 色 环 保 活 动
1000 余次，植树造林 40 万余棵，近 7600 亩。

从森林消防指战员的前赴后继，到专职
绿化青年志愿者的奋不顾身，再到自治区团
委的一系列植绿护绿行动，在内蒙古，一代又
一代青年为助力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赵曦

“实实在在做事、做人，尽力解决好群众
的烦心事，这是我们的本分。”自治区妇联家
庭和儿童工作部青年干部珍英说。

今年五四青年节，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
委表彰优秀青年，珍英被评为“有为青年”。
珍英在驻村扶贫的 3 年时间里，通过筹资关
爱、智志双扶等行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家门口做营生，每月挣1000多元，照顾
家人赚钱两不误。”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头号村56
岁的兰爱云一边麻利地缝制工艺品一边说。

珍英给头号村引进手工编织项目，培训
妇女掌握一技之长，让 10 余名妇女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

“现在，我儿子不依托拐杖也能走路。
在珍英帮忙下，电商生意做得也不错，生活
改善，日子有了奔头。”73 岁的郭毛女笑着
说。她儿子孟元生正坐在茶几旁，忙着填写
电商订单。

这个故事要从2020年4月说起。当时，孟
元生不慎跌倒，导致右腿颈骨骨折。家里经济
拮据，没能及时就医，导致胫骨错位，疼痛难忍。

珍英得知后，马上联系车，把孟元生送
到卓资县医院救治。医院为孟元生做了人
工股骨头置换，珍英为他争取 1.6 万元救助

金，解决了手术费用。
痊愈后的孟元生，在珍英帮助下，开通

网店销售农特产品，生活来源有了着落。
“最无助的时候，是珍英给了我们娘俩

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孟元生很感激。
卓资县女孩小月（化名）1 岁时受害于

“锅连炕”，导致头部烫伤，头部至今没长出
头发。2019 年，小月母亲又患肺癌去世，她

的哥哥双眼双盲。一家人靠父亲打零工维
持生活。

为了让小月有一头秀发，在 2020 年 11
月 2 日，小月生日那天，珍英亲手为她戴上了
定制的假发。小月戴好后，跑到镜子前，仔
细端详自己，笑得开心灿烂。

珍英每次到小月家串门，都会带去精心
准备的书包、图书、文具等礼物，并协调内蒙
古红太阳公益基金会结对帮扶小月，每年
3000 元直至 18 岁。

助力乡村振兴，为百姓解决急难愁盼，
是珍英们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在内蒙
古，无数像珍英这样的青年，正在用行动践
行强国有我的誓言。

●暖闻

□本报记者 王坤

5 月 12 日早晨 6 点钟，穿好防护服的马
瑞琪，做完酸检测，就开始了一天的检查工
作。

“请打开您的护照、核酸检测单，进行检
查。”⋯⋯

这些看似单调的工作，马瑞琪每天要进
行上百遍。

“口岸会出现国外司机前置核酸检测阳
性的情况，大家决不能有一丝放松，一点儿
马虎⋯⋯”

每次上勤会、勤务间隙，马瑞琪都会叮
嘱队员：查验车辆要细心、耐心，注意防护、
严格防护服穿脱流程⋯⋯

白天，马瑞琪奔波于防疫执勤一线，及
时处置各类勤务问题。晚上下勤，他有撰写
工作笔记的习惯，记录收获和思考。

翻开他的笔记本，红字黑字、圈圈点点
的文字间，记录的是马瑞琪工作的点滴，也
饱含着对工作的热爱。

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是中蒙重要煤炭运输通道。

今年38岁的马瑞琪，在甘其毛都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已经工作了 14个年头。他的工作内

容为保障进出口货物和煤炭顺畅通关，检查是
否有旅客携带国家违禁物品等。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甘其毛都口岸
执行“客停货通”政策，为保证口岸货物运输
通畅，马瑞琪一直坚守在一线岗位，节假日
也照常工作。

为有效降低疫情输入风险，马瑞琪先后分
类整理 4万余字业务笔记，把纷繁复杂的业务
知识要点编成 100多条业务口诀，建立“4+1”
梯队轮勤模式、独立作战单元勤务模式，使每
班次一线警力精简至 22 人，用警效能提升
70%，实现了通行、食宿、核酸采样等 5个不交
叉，有效降低了染疫风险。

马瑞琪还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牵头成立党员突击队、
设立党员先锋岗，激励民警坚定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决心信念。

“作为警嫂，我支持他的工作。”他的妻
子常铃说。

这些年来，他参与破获 2010 年甘其毛
都走私枪支黄金案，荣获三等功两次，个人
二等功一次，他带领的集体荣获集体三等功
二次，受到各级政府表彰。

“守好每道岗，是我的职责，就像我们这
里的树一样，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也要扎根
土壤，坚守岗位。”马瑞琪说。

站成一棵“树” 守好每道岗
●新青年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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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
守护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
内蒙古青年用青春和汗水，在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上，接力奋进，留下了前行的
足音！

青春奋斗，永无止境；青春护绿，
永续不止。新时代的青年，使命在
手 ，重 任 在 肩 ，唯 有 把 接 力 棒 传 递
好，才能无愧今天，不负明天。

记者手记

□王敏（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2021 级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呼和浩特市青年讲师团成员）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休学一年，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
成为内蒙古大学第 22 届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

2020 年 8 月，我来到托克托县，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三中学支
教。

从我踏进教室的那一刻起，孩子
们的目光就从未从我身上离开，让
我第一次体验到为人师所要承载的
责任感。

支教期间，我负责一年级 2 班 62
名学生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我秉
承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让班级成
绩多次获年级第一。在这一年中，
我积极组织参与团日活动 30 余次，
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拓展
才艺、强健体魄。

我不仅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更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
“孩子的变化太大了，他现在有啥都愿意和我沟通了。”一

次次家访后，听家长述说孩子们的点滴变化，我觉得很欣慰。
我们是师生，也是好朋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与孩子们互
动，孩子们也特别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在支教的一年中，我参与了“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
费”节约水电粮食活动、“我是共青团员我帮你”文明出行交通
劝导活动、“托克托县第三届黄河开河鱼节”等志愿服务活
动。我一直用实干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

时光飞逝，在基层的这一年，我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
提升了本领，遇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踏实学习、
工作和生活，为建设亮丽北疆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白莲 整理）

王敏正在授课。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强国宣言：我要勇
担 使 命 ，扎 根 北 疆 ，让
青 春 之 花 在 祖 国 最 需
要的地方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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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支教路

●强国有我

珍英：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烦心事！

●正青春

帮扶困境儿童。 耿利民 摄

帮助妇女就业。

传递植绿护绿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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