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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群山连绵起伏，山起伏到哪里，
绿色就蔓延到哪里。伊尔施镇就掩映在
这连绵的绿色中。94岁的老林业工人
于成义一次次遥望群山之巅，那里，百万
亩人工林纪念碑巍然挺立。

“我老了，但青山不会老。”
青山不老。它年复一年绿着，默默

记录一代代阿尔山人用青春和汗水书写
的山河巨变；它张开怀抱，承载一代代阿
尔山人用无私奉献铸就的光荣与梦想。

建设——
“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荒

山秃岭！”
天地白茫茫的一片，大风裹挟着雪

花扑面而来，积雪没过膝盖。伊尔施镇
街上，几栋低矮的板夹泥房零星散落，行
人寥寥。

1954 年 10 月，26 岁的于成义和
300多名年轻人胸怀满腔抱负，从黑龙
江双鸭山踏上阿尔山的土地，在离家千
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扎下根来。

1946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
立的第一个森工企业——阿尔山森工公
司成立。一批批开发建设者们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涌来，开山伐木、修路造桥，为
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木材。

“在林区冬季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
气里，工人们手工锯木材、赶着牛马套子
运材、河水冰面集材、人力装车归楞……
在齐腰深的雪地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

时。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渴了就抓把雪
塞到嘴里。10月份进山采伐，直至第二年
冰雪融化才能下山回家。”于成义回忆。

就这样，大量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
运往全国各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和新中国建设，阿尔山森工公司一度成
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支柱。

“林子总会砍完，不能给子孙后代留
下一片荒山秃岭！”时任阿尔山林业局局
长刘景林提出：造林！边伐边造！为子
孙后代留下绿色家园！

1956年春天，阿尔山不再平静。林
业局职工、家属，上到花甲老人、下至高

年级学生，大家背着树苗，提着水桶，扛
着锹镐，浩浩荡荡向荒山荒地进军。

“远地造林时，大家驻扎在山上，帐
篷里全是返浆的泥水，被子潮湿得能拧
出水来。林区的春天寒意十足，随身带
的窝头冻得邦邦硬，大家干活时就把窝
头绑在自己腰上，饿了就坐下来啃上几
口。”直到现在于成义还时常回味那窝头
的香甜。

物资极度匮乏，内心却无比火热。
拉苗的车常常陷入返浆的沼泽地，

大家一起推车，车轮转动甩出的泥浆溅
了人们一身一脸，大家互相“取笑”着，却

不停手里的活计。笑声和铁锹、镐碰撞
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谷。

造林地远离公路，车上不去，人们背
着苗木跋涉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造林
地。桑都尔林场一名60多岁的职工家属，
在去往造林地途中掉进河里，浑身湿透。
工友们担心她感冒劝她回家休息，她执意
留下植树。“要为后人留下一片林！”

一年、两年、三年……阿尔山的沟沟
坎坎、荒山荒地渐渐被绿色覆盖，茫茫大
兴安岭南麓，“学生林”“青年林”“母亲
林”随处可见。

1992年，阿尔山在内蒙古自治区率
先实现人工造林保存面积百万亩。
1993年，自治区政府为阿尔山林业局竖
起了一座几代人用血汗和生命铸成的

“百万亩人工林纪念碑”，上书几个大字：
边采边造林山清水秀，成林百万亩荫及
子孙。

“当年种下的树现在已经成材了，全
民造林也成为阿尔山人保留至今的习惯
和行动。”于成义说。

保护——
“只想把父辈种下的林子守

好。”
古老的哈拉哈河时而湍急时而平

缓，流经伊尔施镇后一路蜿蜒向西。岸
边茂密的稠李子树绽放出一簇簇白色的
小花，散发着阵阵馨香。

“我小的时候，哈拉哈河穿着靴子几
步就能淌过去。”34岁的阿尔山森工公
司宣传部工作人员林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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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央军委
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认真组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学习使用。

《通知》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项
长期的政治任务。要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官兵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知原义，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领导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
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坚持全面系统
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
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在全面学
习的基础上，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
论强军兴军（二）》、《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三）》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全
面领会思想体系和精髓要义，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
指导地位。要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化
研究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解
读，推出系列文章、评论言论、动态报道
等，浓厚学习氛围。 ■下转第2版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央企业技术能手、自治区劳动模范、
首届华能工匠……很难想象，拥有这些荣誉的居然是个90后
小伙子。

2012年大学毕业后，卢一鸣怀揣梦想来到扎赉诺尔煤业
有限公司灵东煤矿成为一名矿工。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想在繁
华的都市寻求一份“白领”工作，他却选择成为扎根煤海的“煤
黑子”，在大家的不解之中，卢一鸣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矿山
的热忱，开启了10年匠心之路。

身为“煤三代”，卢一鸣深受老一辈矿工的影响，从小就立
志做像他们那样有能力、有担当的人。

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默默地告诫自己：“实践出真知，磨
炼长才干。”在师傅们看来，这个小青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特别是对机电技术研究达到了痴迷的状态。

刚刚来到矿运输队主提升机房时，卢一鸣就暗下决心：
“不论干什么工作，必须把它干好。”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能
独立操作机器设备。

但总有件棘手的事让他头疼不已，那就是主井提升机房变
频控制设备层的功率柜和励磁柜，全关断光电检测零序电流板、脉冲功放板及小
继电器，由于震动和高温总是停机。一块全关断光电检测零序电流板价值近10
万元，这也太贵了！卢一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订阅了《PIC技术应用》《电气维修技术》等20余种电气
专业工具书，仔细对照设备型号、故障原因等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了散热风机与主
体开关柜软连接的技改方案。经过3个月、10多次的试验，最终成功解决了停机
问题，有效降低了电气元件损坏率和事故率，每年可节省成本费用将近30万元。

“不行啊，提升机又闹情绪了，快去请‘卢专家’给看看……”灵东煤矿主井罐笼检修
的师傅们紧急求援。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卢一鸣早就是工友眼中的“小专家”。

2016年5月，得知主井的卸煤口漏煤严重，一连几天，卢一鸣目不转睛地盯在
现场，记录开机时的漏煤量，计算出停机时的倾角变化，绘制的改造图纸更是在他
的办公室堆成“小山”。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修改、实践论证，最终确立了“立井箕
斗卸载防原煤外漏的技术”方案。

此项技术的成功应用，有效预防因冲击力导致挡板掉落的情况发生，不但节
约安全投入60万元，而且每年可回收煤炭14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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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进 勇担当

本报 8月 6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实习生 李佳）近日，我区公布了
首批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共有24
家单位入选。

24 家单位包括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老牛湾黄河大峡
谷旅游区、内蒙古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稀土国际大酒店、美岱召景
区等。

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评选是为了
加强对文明旅游工作的引导，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提升行业文明旅游工作水平和游
客文明素质而设置的。考评内容涉及制
度建设、卫生环境、服务质量、宣传引导、
实践活动等。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实
行动态管理，在经营过程中如出现“文明
旅游负面清单”所列情况的，将由文旅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或取消其等级。

我区首批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公布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高慧）记
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获悉，8月 6
日，1291次中欧班列满载50个40英尺
集装箱、2215吨日用百货，经二连浩特
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
这标志着自2013年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开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出入境中欧班

列数量突破10000列大关，为稳定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
线通道的出入境节点，近年来中欧班列
的开行数量和开行密度不断加大，已形
成常态化开行、规模化运营的良好态势，
目前经由该铁路口岸的中欧班列运行线

路由最初2条增加至58条，连接德国、波
兰、蒙古等10多个国家、60多个城市，国
内辐射全国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车站。

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开辟了一条
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陆上运输新
通道，成为了提振全球经济的“金钥
匙”。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将确保中欧

班列运输畅通作为国际联运工作的重中
之重，为中欧班列开辟“绿色通道”，充
分利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边检场扩能改
造后增加的能力，优化装卸、安检、运输
环节流程，保证检验通关、装运接卸、车
辆调配等各环节的无缝衔接。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坚持“人、物、环境、设备”同防，积极做好
班列货物的核酸检测、消毒消杀等工作，
全力满足中欧班列运输需求，为班列安
全高效开行提供坚实保障。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 10000 列

本报 8 月 6 日讯 （记者 于欣
莉）记者从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获
悉，日前，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
管、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综合保障中
心主办的《内蒙古退役军人》杂志正式
印发。

据了解，《内蒙古退役军人》为双月
刊，全年共6期，设有要闻要览、热点聚
焦、前沿阵地、政策解读、专项工作、老
兵新传、数说说数、盟市动态、基层亮

点、互动平台10个栏目，包含退役军人
法规政策研究和解读、思想政治教育、
典型报道、经验推广等内容，全区退役
军人可在所属地区的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服务站阅览。

《内蒙古退役军人》杂志及时传递
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积极
推广全区退役军人先进工作模式，切实
为退役军人解难帮困，是退役军人的宣
传阵地。

《内 蒙 古 退 役 军 人》杂 志 印 发

本报乌海8月6日电 （记者 郝
飚）8月5日晚，以“喜迎二十大、唱响新时
代”为主题的2022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
海市海勃湾区滨河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本次民歌大会由自治区文联、乌海
市委、乌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共计
3天。按照节目类型和内容划分为《黄
河岸边唱经典》《草原新歌献给党》《葡
萄园里颂中华》三场晚会。展演节目既
有长调民歌、短调民歌，也有内蒙古西
部民歌、新民歌等，涵盖了内蒙古12个
盟市众多民歌体裁。来自自治区的明
星歌手和各盟市推选的代表歌手将联
袂献上60余个精彩民歌节目，同时还
将展演《歌儿献给伟大的党》《再举金

杯》《再唱栽柳树》等12首新民歌。
在当晚进行的首场《黄河岸边唱经

典》演出中，一曲热情奔放的《酒歌》拉开
了晚会的序幕。随后，《春天的脚步》《诺
力格尔玛》《美好的生活唱不完》《苍穹》
等新民歌激情唱响，《森吉德玛》《金色的
圣山》《墙头上跑马》《挂红灯》《天上的
风》等民歌，以其贴近自身生产生活的歌
词、悠扬起伏的旋律、饱含民族风情的音
质，唱出了内蒙古儿女对生活的热爱和
勤劳质朴、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活动期间，由参演歌手组成的文艺
志愿小分队还将走进乌海市的社区、农
区、企业等地进行演出，以优秀民歌作
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2022 内 蒙 古 民 歌 大 会 开 幕

开栏的话：
内蒙古，山的资源独特、丰厚，全区以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主要山脉为“生

态脊梁”，两侧分布有大面积的草原、森林、沙地、沙漠、河流、湖泊等各类生态系统，
共同构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生态安全屏障，筑起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即日起，本报特别策划并陆续推出“非凡十年·万里绿色长城行”系列报道，
以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内蒙古主要山脉为行进路线，以山的建设、保护和
利用为聚焦点，通过体验式采访、行进式报道，讲述内蒙古“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的感人故事，全媒体展现北疆生态巨变，展示内蒙古努力打造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

卢一鸣正在检修设备卢一鸣正在检修设备。。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近日，乌兰察布传来喜讯：尽管受疫
情影响，该市今年上半年经济显现好势
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38.9亿元，同比
增长4.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1%；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31.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3亿元，同比增长5.2%；全市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01元，同比
增长5.1%；全市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6180元，同比增长6.9%。

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乌兰察布
市紧紧围绕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一个桥头堡”示范区，聚焦发展数字经
济、枢纽经济、绿色经济、低碳循环经济、
现代能源经济，建设云谷乌兰察布、通衢
乌兰察布、健康乌兰察布、生态乌兰察
布、绿能乌兰察布，以基层党组织“亮晒
比”创先争优行动为抓手，在树牢鲜明导
向、练就过硬本领、营造良好氛围上精准
发力，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结果！

在担当作为上精准发力

盛夏时节，在乌兰察布的各个产业
园区到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景象：
今年计划实施的293个重大项目全部开
复工！这是该市成立9个招商引资专班
的成绩，招商专班不畏困难，走出去请进
来，靠真诚打动了投资人，通过开展线上
线下招商对接 121 次，促成签约项目

468项，是去年同期的2.2倍；目前该市
储备亿元以上项目977个，总投资6534
亿元，形成了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
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
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在全市
干部大会上，乌兰察布市委书记隋维钧
响亮提出：“有什么样的用人导向，就会
有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气象，我们选拔任
用干部就是要看党性、重贤德、凭品行，
就是要看能力、重担当、凭本事，就是要
看作风、重实干、凭作为，就是要看表现、
重实效、凭业绩，就是要看操守、重自律、
凭正气。”今年以来，全市共提拔或进一
步使用县处级领导干部92人，其中围绕
推动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
重大任务、重点工作提拔使用干部 31
人。深化“庸懒散、推拖绕、怠乱飘”整治
专项行动，针对推诿拖延、执行不力、纪
律涣散、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对不担当不作为干部坚决处理、果断
调整。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鞭策，有效
激发全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和担当
作为干劲。

丰镇市始终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围绕合金企业改造升级，引进建设了
合金新材料和钢材加工产业，合金产业
链条不断延长；围绕废渣和尾气综合利
用，形成了矿热炉余热余气——甲醇（发
电）、废渣废料——建筑材料产业链；围
绕农畜产品加工，形成了亚麻种植——
月饼加工（冷榨亚麻籽油）产业链。市委

书记王镇海推动建设了园区5G+智慧数
字云平台，使传统产业和信息化有机融
合，形成了既“服务政府”又“服务企业”
的新型园区工业互联网平台。严格落实
能耗“双控”要求，“两高”项目按照“三个
一批”原则、工业“五化”改造要求全面整
改完成。

察右前旗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推动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的头等大事，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并
先后入选全国首批100家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和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创建名单，近1万名农村人口嵌入以“麦
菜薯、牛羊乳”为主导的优势特色产业链
条，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依托现
代农业资源和近郊优势，旗委书记冀宏亲
自推动平地泉镇南村实现乡村振兴，南村
入选自治区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四子王旗立足农牧业资源丰富、风
光电资源富集、旅游资源独特的发展优
势，全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
出基地、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和全域旅游
示范旗，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
赢。全面落实禁牧、休牧、轮牧政策，走
好“少养精养、舍饲圈养”的生态养殖之
路，引进马铃薯和牛羊肉深加工项目，构
建起从育种到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旗委
书记尉代青推进国电投600万千瓦和三
峡集团“源网荷储”200万千瓦风光电项
目建设，协调三峡项目12天完成征地，
跑出了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度。积极推动

草原保护与开发利用和谐发展，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全季旅游，红崖台地、地质
公园博物馆、“七彩田园”等重点旅游项
目开工建设，草原音乐节、亚太地区商学
院草原挑战赛等活动赛事陆续举办，以
草原度假、探秘研学、戍边体验为主的旅
游产业初显成效，农牧民尽享旅游业发
展带来的红利。

在练就本领上精准发力

干部不仅要有敢担当的宽肩膀，还得
有能担当的硬肩膀；既要有想干事、真干
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

乌兰察布市坚持“问需施策、按需施
教”，紧扣提升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开展

“铸魂提能”“专业化能力提升”等四大主
题培训。今年以来，市级层面举办9期
线下培训班，累计培训干部2635人次。
强化实践锻炼，选派年轻干部到发达地
区、基层一线、吃劲岗位学习锻炼。近3
年来，共选派24名领导干部到北京和国
家部委跟岗学习，选派262名干部到苏
木乡镇、信访一线等挂职锻炼，选派
4577名干部到嘎查村参与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

兴和县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建设，
2021年获得“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
称号。兴和县大库联乡选调生贾雪珊
说：“群众需要，我就义不容辞冲在一线！”
这是广大党员干部、集中选调生服从命
令、落实责任、抗击疫情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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