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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新任盟市党政领导班子副职和
旗县（市、区）党政正职任职培训班开班
杨伟东讲话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宋爽）9
月 1 日，
全区新任盟市党政领导班子副职
和旗县（市、
区）党政正职任职培训班开班。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伟
东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杨伟东强调，换届后地方各级领导
班子在年龄、专业、经历、民族等结构上
得到了明显优化，一大批优秀干部走上
了领导岗位。新任领导干部要提高自
身理论水平、补齐短板弱项、尽快进入

角色；要认清当前形势，明确职责目标，
铸牢忠诚品格，弘扬务实作风，砥砺担
当精神，锤炼过硬本领，保持清廉操守，
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在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据悉，根据中央有关要求和自治区
党委安排部署，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将分 3 期，对全区新任盟市党政领导
班子副职和旗县（市、区）党政正职开展
任职培训。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郑宏范出席并讲话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白丹）9
月 2 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召开，分析当前创建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主要问题，
安排部署工作任务。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宏
范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区各创建城市和有关
单位要充分认清创建形势、牢牢坚持问
题导向，切实增强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盯目标任务，聚焦
问题短板，以“慢不得”的紧迫感、
“ 坐不
住”的危机感、
“ 等不起”的责任感，全力
以赴做好各项迎检工作。

会议强调，
要精准对标创建要求，
紧紧
抓住重点任务，
针对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抓
好专项整治提升，
着力提升城市治理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
创建利民，
积极营造全民参与、
共促共建的浓
厚创建氛围，
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做深做实
做细做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压紧压实
工作责任，
保持常态长效推进，
建好建强工作
队伍，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呼和浩
特市、包头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满洲
里市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作表态发言。

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金钥匙”
□籍海洋
宽敞的水泥硬化路绵延嘎查村外，
家
乡特产输送到全国和世界各地；
便捷的互联
网连接草原深处，
多彩信息点亮农牧民生产
生活；
明亮的教室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各民
族学生其乐融融互通有无……随着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深入，
推行使用国家
统编教材、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已
成为各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同发
展进步的现实需求。
“你有一个苹果，
我有一个苹果，
我们交
换一下，
一人还是一个苹果；
你有一个思想，
我有一个思想，
我们交换一下，
一人就有两
个思想。
”
民族的进步、
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离不开交往交流交融，
而交往交流交融需要
以沟通为前提。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为各民族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
“金钥匙”
，
为其接受更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
探索更加
广阔的世界创造了条件。
鉴往事，
知来者。回望历史，
各民族先

民胼手胝足、
披荆斩棘，
共同开拓了祖国的
辽阔疆域；
展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需要各民族手挽手、
肩并肩，
共同团结奋
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
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激荡的是伟大
复兴的共同使命，
接通的是各民族群众的深
情厚谊。它不仅是开启出彩人生的
“金钥
匙”
，
更是助力各民族群众追梦圆梦、
推动整
个社会繁荣发展的
“金钥匙”
。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语言先行方能心意相通，
心相通才能情
相融、
志相同、
力相聚。用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
“金钥匙”
，
凝聚起各民族和时代同进
步、
与社会共成长的精气神，
各民族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就会在深化交往交流交
融中有更多机会共享发展机遇，
创造和共享
更大发展红利，
携手阔步在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今日谈

呼和浩特市引种新品辣椒助力菜农致富
8 月 30 日，在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引种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收获新品种辣
椒。近日，
由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引种的 8个辣椒新品
种经过精心培育迎来了丰收季。这些辣椒新品种具有口感好，
产量高、
抗病虫害能力强
的特点，
未来将大面积推广种植，
丰富菜篮子，
助力菜农增收致富。
王正 摄

关于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中央督导组信箱的公告
为畅通线索举报渠道，方便群众
反映问题，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
央第四督导组内蒙古小组在进驻内
蒙古自治区督导开展第二批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期间，开设邮政信箱
受理群众举报。
受理范围：重点受理涉及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和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
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及自治区监狱
管理局、自治区戒毒管理局等区直政
法单位及其直属单位、派出单位，以
及在内蒙古参加第二批教育整顿的
中央政法单位直属单位、垂直管理单

位、派出机构政法干警的问题线索。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件，将按照
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邮政信箱收件人：中央第四督导
组
邮政信箱号码：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 A280 号邮政信箱
受理时间：自公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
四督导组
202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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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区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刘志贤）
连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在自治区教育系统引发
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要深入学习、
准确把握、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凝聚
“建
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
的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做好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引领广大青少年认真学
习并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
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是我们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
自治区党
委教育工委干部李敏慧说：
“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从青少年抓起，要遵循
青少年成长的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规
律，用听得懂的语言，讲深讲透讲好‘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故
事，引导青少年增进‘五个认同’，树牢
‘三个离不开’
的思想。要持续打牢思想

根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深度融
入教育体系，
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在
创新载体、融入日常、形成长效等方面
下功夫。
”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教授傅锁根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历史方
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等方面系统阐述
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
并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
“12 个必
须”
。这“12 个必须”
既是我们党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12条宝贵经验，
“必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其中之一。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
工作要向此聚焦。这一原创性的重大论
断，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纲举
才能目张，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纲”，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作为一名高校学者，我将继续深
入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
重大论断的深刻内涵，扎实做好学习宣
传和研究阐释工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傅锁根说。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李春晖说：
“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
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这条正确
道路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其中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
和制度保障。今后，我们要做到坚持统
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
因 素 相 结 合 。 同 时 ，处 理 好‘ 两 个 结
合’，更要搞清楚‘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
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
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
赤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
记徐利颖说：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四个‘必然要
求’
，
还强调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
性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要正确把握
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要正确
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在今后教育
教学工作中，我一定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学
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

坚定理想信念 锤炼过硬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引发我区广大干部热烈反响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晗）9
月 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广大干部热
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
学习，锤炼过硬本领，敢担当、真干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文风朴实、
言辞恳切，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对年轻干部发
出的新号召、提出的新要求。”作为一名
年轻干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调研
一处处长孙立伟深受鼓舞，他表示，今

后要立足本职工作，践行初心使命，努
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
提高信息服务水平，争做可堪大用能担
重任的栋梁之才。
赤峰市巴林右旗旗委书记靳江波
说：
“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用‘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
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
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
领’
48 个字，为年轻干部上了一堂
‘素质
提升课’，发出了总号召，提出了总要
求。作为一名旗委书记，我将把学习贯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的政
治任务，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加强学习，
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强
化实践锻炼，担当作为，为建设幸福巴
林右旗作出新贡献。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把干部放在
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
做官享福。对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旗委书记张秀玲深有感触，她说：
“ 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做好实际工作的
行动指南。今后我一定加强党性锻炼，
提高党性修养，砥砺政治品格，在学习
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当好基层一线
总指挥，进一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真
正做到把情况摸实摸透，带领群众稳步
推进乡村振兴，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
“作为新任区委书记，有幸生逢伟
大时代，倍感使命光荣。我将倍加珍惜
岗位，忠诚担当履职。”乌海市海南区区
委书记于志永说，
“ 我将坚决以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始终做到坚定理
想信念，以绝对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始终做到心中有戒，严守规矩、不逾底
线，以清正廉洁坚守从政操守；始终做
到心中有民，注重实际、实事求是，以高
质量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热切期盼。
”
兴安盟团委书记康红波表示，要认
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忠
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自觉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他说：
“作为一
名共青团干部，我将以为党培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
任，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
勤勉务实、
脚踏实地，团结广大青年坚定不移跟党
走，
为青年人才搭建平台、落实从严治团
各项任务，
力争锻造出一支政治强、业务
精、作风硬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为‘十
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注入青春力量。
”

壁画上的母亲
□本报记者 赵文萃 薛来 郑学良
路兴 尤琨 莫日根毕力格

在崇山峻岭间，两位农村妇女在崎
岖的山路上步履匆匆。远处的山脚下，
两名日军端着三八大盖正在巡逻……
这是一幅表现大青山抗战的长图，绘在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得胜沟乡李齐沟村
临街的一堵墙上。59 岁的村民李峰林
每天路过这里，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壁画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他的母亲——
支前模范张兰女。
1923 年，张兰女出生在一个贫寒
的农家，
家里兄妹 4 人，
她排行老三。在
她年幼时，
两个哥哥就参加了八路军。
八路军刚开进大青山时，张兰女还
是个刚过门的农家小媳妇。她家境贫
寒，缺吃少穿，八路军对她家多次照顾，
帮她干农活。她想起两个八路军哥哥，
也终于明白：一直包裹着她的是朴素的
阶级感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
人民的军队。于是，她主动组织村里妇
女积极开展支前活动，为八路军做军衣
军鞋、磨面、送情报，每天忙得不可开
交，
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二嫂”
。
“从我记事起，
张兰女就是我们村的
妇女组长。
”
84 岁的吕栓师回忆，
“她长得
挺清秀，
大眼睛、圆脸，
平时轻声细语的，
脾气特好，
工作起来却雷厉风行。
”
“当时的妇女参加工作可不是一件
容易事，因为山区封建思想严重，很多
妇女不敢抛头露面。特别是领头人更
不好选，有些人还讽刺打击，泼冷水。
而张兰女的婆婆首先站出来支持她，丈
夫也很通情达理。在她的带动下，李齐
沟村成了支前模范村。”武川县文保中
心文博副研究员武明光讲述着。
部队将后方给养基地设在李齐沟
村，而基地和前线的转运站正是张兰女
的家。从此，作为村妇女组长的张兰女

也变成了部队的
“后勤兵”
。
“母亲做的一手好针线。这是为我
们兄妹 7 人绣的腰爪子（护腰贴），她交
给我们时说：
‘ 妈这辈子没啥能给你们
的，就绣一对儿腰爪子留个念想吧，你
们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了！’可惜还没做
完，她就过世了。”
75 岁的二女儿李青枝
数度哽咽。
外形酷似酒瓶剖面图、上窄下宽的
两块黑色衬面上绣满了五颜六色的花
朵，李青枝久久揉搓着这对腰爪子，泪
珠在眼眶里滚动。面对这做工精细的
绣品，所有人沉默着，思绪飘向那炮火
纷飞的岁月……
1942 年秋，日军疯狂扫荡大青山
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与敌寇展开巧妙的
游击战。由于整日与敌人周旋，战士们
的衣服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身上划了
很多血道子，
有些战士打着赤脚，
脚上裂
着血口子。于是她联络了一些妇女，短
短几天就将三四百件衣服缝洗好了。冬
天来临之际，张兰女接受了赶制棉衣的
任务，
她和妇女们起早贪黑做了几百件，
解决了战士们的过冬问题。同时，她和
年迈的婆婆不分昼夜，利用下脚料给部
队赶制了 8 双实纳帮底的“牛鼻子鞋”。
婆媳俩眼睛熬红了，
手背勒肿了，
针针线
线纳进了对八路军的深情厚谊。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嫁妆，”李青枝
柔情的话语，把在场的人们从过去的情
境中拉回到现实。她慢慢地抚摸着手
腕上那只麻花形银手镯，
“ 这是母亲最
值钱的东西了。每次说起这只手镯，妹
妹总是忿忿不平：
‘ 妈就偏心，只给姐姐
嫁妆，什么也不给我。’母亲总是笑呵呵
地给妹妹解宽心：
‘ 你姐结婚时家家条
件都不好，妈给你姐手镯也是让她在婆
家长脸。你结婚的时候，家家好光景，
真把手镯给你，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老
古董？
’
”
“母亲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她的

脾气极好，从来不生气发火，但是却特
别坚强。她给我讲过她给部队送信的
事，
真是惊心动魄！
”
一天深夜，天降大雪，人们早已进
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了熟睡的张兰女。她警觉地披衣下炕：
“ 谁 ？”当 确 认 是 联 络 员 ，她 赶 紧 打 开
门。来人手里拿着一封加急信，上气不
接下气地说：
“ 不好了，敌人来了，快通
知山上的同志。”张兰女急忙把棉袄撕
开，把信缝在里面，提了根棍子，沿着崎
岖的山路，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
一脚地向山里行进。可是刚走到山口，
就被伪军捉住了。他们搜遍张兰女全
身，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好放了
她。张兰女艰难跋涉了 20 多里山路，
当指导员看完信后，激动地说：
“ 张兰女
同志，你太辛苦了，你为我们做了这么
多工作，我们太感谢你了！这次你又为
我们战胜敌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
“然而，母亲还是被汉奸盯上了，她
不幸被捕。母亲说当时她屏住呼吸，一
动也不敢动，只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
跳。她紧紧地闭住眼睛，咬紧牙关，任
凭雨点般的皮带抽打在她身上……最
终在地下工作者和乡亲们的多方营救
下逃出虎口。
”
“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只
‘揍’
过我一
次。那时我还小，在外面玩耍时感觉到
口渴，
就抄起一个白瓷碗喝水，
谁料手一
滑，
‘啪’
，
白瓷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母亲
急了，
把我身子扳过来，
在我屁股上甩了
两巴掌。我一哭，母亲慌忙把我搂在怀
里哄我：
‘ 不哭了，乖闺女，妈打疼你了，
妈再也不打乖闺女了……’
我知道，
母亲
并不是真要打我，家里太穷了，她舍不
得那个碗。现在，她要是还能打我两巴
掌该多好啊！”李青枝眼睛紧闭，用牙咬
着自己的拳头。
“是啊，家里太穷了，全家人只有两
条被子，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

二穿完老三穿……但母亲总是告诫我
们，将来要正直做人，不能偷鸡摸狗，要
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老六李峰林记
忆犹新。
2017 年，李峰林将母亲住过的老
宅翻修改造，盖了 8 间砖瓦房经营农家
乐，当年就收入十几万元。而在这之
前，他仅靠 20 亩土坡地维持生计，干旱
时，一年收成只能解决温饱，孩子的学
费全靠借。
“ 虽然穷点，但我们每天都乐
呵呵的。母亲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她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没有共产
党，
哪会有咱们这个家啊！
’
”
“2004 年，母亲胃出血去世。出殡
那天，我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突然抱
住一棵树哭出声来，像一个在夜幕来临
时迷路的孩子那样，哭自己，哭蓦然间
消失了的亲人。
”
农家乐的房间里挂满了大青山抗
日根据地及母亲的老照片，面对客人的
询问，李峰林都会一遍遍地讲述当年的
故事。
“ 母亲临终前告诉我，一定要让更
多人知道八路军为抗击日军保护百姓
所做的贡献。
”
“1951 年，母亲参加了国庆观礼，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时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她们，母亲说这是
她这辈子最光荣的事。
”
如今，
兄妹 7 人各奔东西，
这里只留
下了李峰林。他用长满老茧的手摩挲
着老榆树，眼睛死死地盯着树冠，嘴里
喃喃地念叨着，仿佛在对老树诉说，又
像是对母亲的眷念。

王莉霞在乌海阿拉善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上接第 1 版 详细了解绿色矿山建
设和矿区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她强
调，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
复没有“休止符”，要整合政府、企业和
社会力量，对标对表绿色矿山建设的
标准和要求，学习先进经验，坚持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针对当地气候及地质
条件因地制宜制定修复措施，在开采
的同时同步做好治理工作。各工矿企

业要切实承担起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恢
复治理的主体责任，持续加强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深入推进煤炭采
空区和塌陷区生态修复治理，推动地
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四合木保护区和贺兰山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前线指挥部，王莉霞实地
查看了保护区建设和生态治理成果，
详细了解保护区植物多样性及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推进情况，强调要坚决保
护好四合木这个濒危物种、维护好植
物多样性，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和
保护力度，有效管护好自然保护区，全
面保护好生态环境，解决好贺兰山生
态保护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调研期间，王莉霞还深入到包钢万
腾钢铁公司和赛思普科技有限公司，详
细了解钢铁行业清洁生产和超低排放

改造工作推进情况。她强调，要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用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最大限度降低能
耗、减少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
产品精深加工度，不断延伸产业链、提
高附加值，让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改造，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自治区副主席包钢及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