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徐亚军 版式策划：陈平 制图：王涛

2022年11月2日 星期三 / 要闻·广告 /

本报包头 11 月 1 日电 （记者
宋阿男）10 月 26 日，党的二十大代
表，包头铝业装备能源部党支部书
记、主管工程师徐俊霞兴冲冲地来到
包头铝业，“公司的党员干部职工都
等着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呢，我们
要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凝聚每一
名产业工人，立足本岗，作出新的贡
献。”徐俊霞笑呵呵地说。

10月 26 日，徐俊霞首先来到包
头铝业办公楼，开始了第一场宣讲座
谈。她简要介绍了大会的盛况，分享
了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激动心情。“参
加党的二十大，我备受鼓舞、倍感振
奋。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赢得

了代表们一次次发自内心的热烈鼓
掌，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万山磅
礴看主峰，万众一心跟党走。”

徐俊霞重点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加
强科技创新等重要论述进行了宣讲解
读，公司班子成员认真领会，大家都觉
得收获满满。“今天的座谈交流仅仅是
个开始，我们要开展一系列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传宣讲活动，不断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包
头铝业党委书记蒲铭说。

第一场宣讲结束，徐俊霞又来
到包头铝业装备能源部。“我们的徐

书记回来了。”装备能源部的同事们
纷纷来到办公楼前迎接她。走进熟
悉的办公室，看到因疫情驻厂坚守
十几天的同事们仍然精神状态饱
满，徐俊霞表示，一方面要积极宣传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要立即
投入到工作中，与大家一起坚守、一
起战斗，以实际行动落实践行党的
二十大精神。

在装备能源部党员活动室，徐俊霞
与党员、职工围坐在一起，分享她参加
党的二十大的激动心情和收获体会，现
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装备能源部部长王宝信说，“党代
表就在身边，这是我们党支部的骄傲，

我们要结合实际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反
复学习、深入领会，努力在节能减排、优
化能源结构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效。”

“我特别关注报告中有关信息化工
作的论述，感到备受鼓舞。徐书记在宣
讲中也提到了包铝的信息化工作，下一
步，我们要抓紧落实大会精神，积极推
进智能工厂2.0版相关工作，为传统产
业发展插上智能化的翅膀。”信息中心
主管石俊彪听了宣讲后表示。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凝聚每一名产业工人

□本报记者 王塔娜

深秋的马鞍山，层林尽染、景色宜
人。10月31日，在赤峰市喀喇沁旗马
鞍山林场，干部职工们围坐一起，认真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几天的学
习，他们更加坚定了要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纷
纷表示一定会认真履职，守好这方碧
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为建设美丽
中国贡献力量。

在马鞍山林场副场长柴树岭看

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这更加坚定了林业人
做好林业的信心和决心。“报告总结
过去十年成就时提到，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马鞍山林场也在一代又一代林场人
的辛苦付出下取得了明显成效，天然
林面积达到4.2万亩，人工林面积6.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8.86%，被
评为‘全国最佳林场’。我们将继续
守好这片林地，让生态建设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柴树岭坚定地说。
目前，马鞍山林场森林防火已经

成为林场职工工作的重中之重。每隔
两天，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一圈。同
样的山、同样的路，护林员柴东旭发
现，这两年巡山的感觉不一样了，“过
去巡山是巡山，现在巡山是赏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确实是这样，我们林场春夏秋冬可谓
一季一景，各有各的美。守护好这片
碧绿，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在山上，刚刚巡护完林子的护林

员邢宴正在用手机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上山巡护往往一上来就待一整
天，只能用手机学习了。通过学习，更
坚定了我以忠诚担责于身，实干履职
于行的信心。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这
片林地，认真发展林下经济，把生态效
益转化成经济效益，真正把绿水青山
变成农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为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贡 献 力 量

本报呼和浩特11月1日讯 （记
者 郑学良 王雅静）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66
场）获悉，呼和浩特市3人违规使用通
行证被处罚。

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王钟琦介绍，针对网民反
映有人违规使用通行证的情况，公安
机关高度重视，配合发证单位和有关
部门及时对网民提供的线索进行调
查，近日已依法对部分违法人员进行
了查处。

10月 30日 16时，巡查工作人员
发现张某某、刘某二人驾驶面包车形
迹可疑，拦截后现场查获违规使用的
疫情防控通行证。经调查，呼和浩特
市某热力公司雇佣人员王某某在解除
劳动关系后，未将用于维修保供的通
行证交回公司，发证机关也未收回。
王某某伙同张某某、刘某在市区及金

川附近小区，利用该通行证私自运送
货物。以上3人以牟利为目的，违反
疫情防控规定，扰乱疫情防控秩序，增
加疫情传播风险，土左旗公安局已依
法对3人作出行政处罚，并将相关线
索移交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现个别
网民，为发泄情绪、博人眼球，将编造
的虚假信息在网上散布，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希望广大网友自觉抵制网络谣
言，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王钟
琦说。

据了解，10月30日18时，新版《车
辆通行证》启用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在市四区、金川区域白天设置
固定查验点位，夜间采取巡逻和临时设
点，对道路上通行的车辆，特别是面包
车和厢式货车进行查验，配合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监管。

首府 3 人违规使用通行证被处罚

“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刻不
敢松懈……我有糖尿病、高血压，值
班时间长了，回到家里觉得很疲惫，
就让老伴儿给捶捶背、揉揉腿。在
我的支持下，老伴也参加了
小区志愿者团队。”10月 30
日，在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第64场）
上，呼和浩特市新华西街四
合兴社区回民区星河御园
小区党员志愿者苏振忠讲
述了他在抗疫一线参与志
愿服务的故事。

今年72岁的苏振忠有着
49年党龄，他在原单位（呼钢）
曾担任过机关党支部书记、工
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呼
和浩特市为阻断疫情传播，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时刻
关注疫情进展情况的苏振忠
主动联系了本小区的老党员
刘春华、张戎两位同志，3人
商议后决定成立星河御园

“抗击疫情老党员志愿者
岗”，向社区党组织请缨，成
立临时党小组，投身抗疫第
一线。

10月3日，星河御园“抗
击疫情老党员志愿者岗”的
党员志愿者正式上岗执勤。
其他同志都是上下午各2小
时，为了加强人员力量，苏
振忠上下午都参与值班，每天执勤五
六个小时，苏振忠说：“个别居民从不
理解到支持，有的群众在楼上看到我
们风吹日晒，竖起大拇指点赞；有的
群众给我送棉衣送水，送治牙疼的
药，让我很感动。”

为了减少居民下楼购买生活物
资的频率，苏振忠就给不会用手机上
网的老年人准备了几十张写有店主
电话号码的便条，方便他们和店主联

系。之后，苏振忠还组织经
营者将消杀后的物资送到单
元门口，方便群众的同时也
减少了人员流动。

“我们还利用小区居民
微信群，通过发语音、发视
频、写小诗的方式宣传政
府部门有关疫情的文件精
神，对一些负面的东西进
行批驳。我们也会及时把
群众的意见或建议向社区
反映。”苏振忠介绍。

“我们的行动得到了
新华西街四合兴社区党委
书记杨学武的支持，社区
给我们配发了党旗党徽，网
格员张焱给我们准备了口
罩、防护手套、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还叮嘱我们要注意
身体，合理安排时间。”苏振
忠说。对此，杨学武表示，
老党员志愿者主动请缨奔
赴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大爱与担当。在疫情
面前，他们这种舍小家、顾
大家的精神令人敬佩，值得
点赞。

“为了战胜疫情，守护好
我们的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付出一点真的不算什么。”老党员志
愿者张戎说。76岁的刘春华表示，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身为党
员更应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勇担当，只
要每个人都为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
力，就能早一天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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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
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
孤芳自赏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
中升华，并最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
这句话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内蒙古的
乌兰牧骑。

我是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
委员，是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中心
的一位文艺老兵，曾经是一名乌兰牧
骑队员。我在乌兰牧骑工作了整整
18 年，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 18 年，
也是最快乐的 18 年。后来随着年龄
的增长和工作的需要调入现在的工作
岗位。

大家都知道乌兰牧骑是蒙古语，
意为“红色的嫩芽”，后来被引申为“红
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虽然是扎根
在基层的一支文艺队伍，但它有许多鲜
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7年 11月 21日给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队员回信中所说的那样，一代代
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
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
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
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

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
需要人民。

曾经有人问我：“乌兰牧骑工作条
件那么艰苦，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
个职业？”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为了
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我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故事，1995 年我刚参加工作不
久，有一次到牧区去演出，那个时候演
出结束，演员们就被分配到牧民家里
去吃住。我和三个同事被分到了一位
牧民老大哥家，这家蒙古族大哥大嫂
特别热情，给我们又是熬奶茶又是做
饭，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帮他们挑水、
饮羊、喂牛、扫院子，反正什么活儿都
干，一下午的时间，我们之间相处得就
跟亲人似的。吃晚饭时，这位老大哥
把他家橱柜里仅剩的半瓶酒拿出来招
待我们，酒虽然不多，但我们大家唱啊
跳啊……气氛非常热闹，说实话，当时
那半瓶酒可比现在的两瓶茅台都珍贵
啊！这也是我们乌兰牧骑队员与农牧

民朋友鱼水情深的缩影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

梦想，而我的梦想就是追求自己的艺
术事业。我也 28年如一日，始终在这
条道路上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我饱尝了学艺带来
的酸甜苦辣。虽然至今也没有什么太
大的成就，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懂得
先辈们所说艺无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
的道理。

乌兰牧骑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工
作特点，那就是一专多能，那么究竟什么
是一专多能呢？书面解释一专多能就是
指学校培养的学生或在职人员既要具有
专业知识，又要具有适应社会的多方面
工作的能力。为此，我先后从事过舞蹈、
器乐、播音主持、曲艺创作表演、作词、作
曲、演唱、影视表演等诸多专业。可以说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付出了常人所不能
承受的艰辛。就拿吹笛子来说吧，我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学的这个专

业。那个时候学校里没有单独的琴房，
我就拿着笛子跑到公园的小树林去练。
冬天手指头冻得红肿，回到教室奇痒难
耐，老师教了一种土方子，拿糜草水泡
洗，能缓解一点儿；夏天蚊子特别多，手
指手背上全是被蚊子叮的大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
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这更给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确立了方向
指明了道路。如今的乌兰牧骑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事
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扬老一辈
乌兰牧骑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良
传统，开展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类主
题、宣传、演出、交流、赛事活动，努力创作
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白子义）

二 十 八 载 文 艺 梦 乌 兰 牧 骑 精 神 放 光 芒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冯雪
玉）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互鉴互
融。近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公布了 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名单，我区 4
个文旅项目榜上有名。

内蒙古黄河湾文商旅步行街入选“非
遗旅游街区”名单，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
小镇入选“非遗旅游景区”名单，阿尔山市明
水河镇西口村、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西湾村

入选“非遗旅游村寨”名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评选

“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旨
在发现、培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
项目，促进文旅互鉴互融。本次选出的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共有200
个，经过受理申报、专家评审、会审公示
等程序产生，分为非遗旅游景区、非遗旅
游小镇、非遗旅游街区、非遗旅游村寨4
个类型。

我区4项目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名录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白莲）
近日，内蒙古大学教授左永春团队在哺
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领域取得了重要科研进展，相关成果以

“EmAtlas：探索哺乳动物胚胎发生时空
激活的综合地图集”为题，发表于国际著
名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学术期
刊《核酸研究》。

科研团队利用生物信息学和计算
生物学方法创建完成了包含 64TB 的
胚胎发育多组学时空调控图谱数据库
与分析云平台 EmAtlas。左永春介
绍，科研团队利用 Nextflow（并行多
组学自动化分析管理系统），完成了基
于12种前沿测序技术产生的821个数
据集，共涉及人、小鼠等物种的 9113

个样本的生物信息学挖掘。随后将这
些数据根据植入前胚胎、胎儿、新生儿
的时空发育顺序进行归档整理，共包
含 65 个不同发育时间点的组织类型
和 116 种细胞类型。此外，23 个国内
外权威功能知识库的发育相关注释也
被人工审编并整合到该数据库。围绕
哺乳动物胚胎生长发育的全链条，该

数据库还可实现从胚胎发育的两个尺
度（时序、空间），宏观到微观的五个维
度（组织、细胞、基因组、基因、蛋白质）
解析哺乳动物早期发育进程。

据悉，该数据库的建成，将为从
事哺乳动物发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和
临床医师提供有力的分析手段，并为
人类新生儿遗传疾病、干细胞医疗、
辅助生殖等优生优育手段提供专业
的大数据精准医学分析服务，也为优
良家畜保种育种等繁育工作提供新
的研究思路。

我区科研团队构建完成发育时空调控数据库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代表和我们面对面

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10 月 30 日 ，鄂 伦 春
地区迎来雨雪、降温天气。
不期而遇的第一场降雪，
让鄂伦春自治旗各地迅速
进入冬季状态，路面上 、
屋 顶上、山林间到处都是
白 茫 茫 一 片 ，城 市 乡 村
银 装 素 裹 。 阿 里 河 镇 的
库 图 尔 其 广 场 、乌 力 嫩
建 筑 群 在 大 雪 的 映 衬 下
呈 现出别样的风景，美丽
的嘎仙湖宛如童话世界般
晶莹剔透，预示着这个冬
季 的 冰 雪 旅 游 产 业 即 将
拉开帷幕。

杜鹏 摄

鄂伦春地区
迎来第一场雪

本报兴安11月1日电 （记者 高
敏娜）记者日前从兴安盟行署获悉：今年
前三季度，兴安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
电量达到 76.5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6%。其中，29家清洁能源发电企业
累计发电 38.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9%，累计发电占全盟规上发电量比
重50.6%。标志着兴安盟清洁能源发电
量增加、种类扩大，清洁能源占比首次超
过化石能源。

这组数据的变化得益于兴安盟大力
发展风能、光伏和生物质能源。今年6
月底，我国首个单体百万千瓦级陆上风
电基地——中广核300万千瓦风电项目
一期100万千瓦并网发电以来，在近4
个月的时间内该项目累计上网电量超
8.6亿千瓦时，实现产值超2亿元，并已
具备每小时百万千瓦发电能力。

“该项目每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
数可达3058小时，年上网电量超过30
亿度，每年可节约使用标准煤超过 9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 250万吨，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中
广核兴安盟项目公司一期 100万千瓦

风电场厂长胡广顺说。
在扎赉特旗永林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集控室内，一块硕大的电子监视屏
上方实时显示着各项运行参数，实时记
录着秸秆“变身”新能源之旅。自去年
12月 29日以来，永林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持续向国网220千伏变电站送电，
每年可实现年发电量约2.16亿千瓦时，
年回收利用秸秆燃料达 30万余吨，节
约标准煤10.04万吨。

近年来，兴安盟依托丰富的风、光、
水、生物质资源优势，先后引进中广核、
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华能、蒙能等多家
企业，加快新能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
造、新能源消纳，着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
体系，积极探索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模
式。截至目前，全盟电力总装机456.3万
千瓦，其中火电装机120.55万千瓦，新
能源装机335.75万千瓦，占比达73.6%。

据悉，预计到“十四五”末，兴安盟发
电总装机将达到1405万千瓦左右，其中
火电280万千瓦，新能源电力装机规模
将达到1125万千瓦，占全盟总装机规模
的80%以上。

兴安盟清洁能源发电占比首超化石能源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