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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编者按：

新时代农牧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提升

农牧民整体素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扎赉特

旗按照盟委、行署要求，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际，广泛开展了“一学两有三带五改五提

升”活动为内容的新时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

升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五大平台，各项

农牧民素质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农牧民整体

素质全面提升，农牧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乡村变美了，农民变富了，文明新风吹拂在乡

间田野，滋润着百姓生活，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

“走读”村的“华丽转身”
□吴琼  殷大勇

  

“我们安代舞志愿服务队现在

有 11 人，陆续还有人加入，组建志

愿服务队的目的是在茶余饭后丰富

姐妹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文化

素质。”扎赉特旗图牧吉镇青龙山

嘎查村民王国红说。 

过去的青龙山嘎查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农

牧民生活质量高低不一，孩子一上

学村民就都搬到临近的吉林省镇

赉县，人口流失大，是典型的“走读

村”。村民因走读式生活衍生了很

多矛盾，昔日的青龙山有一句不成

文的说法——妇女能顶一片天。

图牧吉镇党委、政府以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为契机，以乡风文明

建设为目标，健全了村规民约和各

类群众组织。选派农村工作经验丰

富的镇党政班子成员组成包村工作

组，全面提升嘎查农牧民素质。以

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加强嘎查“两

委”干部的培训，先后到盟内外先

进地区学习考察先进地区党建统

领、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环境卫生

整治等先进做法和经验。

针对嘎查留守妇女较多的实际

情况，强化实用技能培训，先后组织

开展了面点、刺绣、月嫂等实用技术

培训。培训采用“理论 + 实践”方

式进行，培训内容与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参训村民参与热情高涨，现场

学习气氛浓烈。随着收入的稳步提

高，培训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欢

迎。为了改变种玉米单一产业的结

构，青龙山嘎查结合发展庭院经济，

加强了产业示范，以产业带富为切

入点，种植了西瓜、香瓜、南瓜、甜玉

米、红谷等经济作物，青龙山土鸡蛋

等农产品深受附近消费者的喜欢，

示范引领带动百姓转变以往广种薄

收、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模式，走上

精耕细作、结构调整的新路子，向订

单要效益。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青龙

山嘎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在镇党委的统筹下，青龙山嘎

查成立安代舞、四胡表演、模特表演

等志愿服务队伍。    

青龙山嘎查党支部通过庭院经

济发展，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

志愿服务、主题宣讲等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村民思想逐步转变。现

在，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多了，做好人

好事的人多了，孝敬老人、邻里和睦

的人多了，青龙山嘎查正在实现从

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一个乡风文明、

管理科学、幸福繁荣的青龙山嘎查

正在崛起。 

夕阳西下，青龙山嘎查广场上，

人头攒动，过上好日子的村民开心

地跳起了安代舞，用舞蹈表达着富

起来的喜悦心情。

点上突破 面上开花
□乌雅罕  

  

阿拉达尔吐苏木曾因贫困而名

列“北八乡”，是扎旗乃至兴安盟、

自治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近

两年，苏木党委开展了“三培育”工

程，探索出了一条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的独特之路、一条精神脱贫的新

途径，为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奠

定了基础。 

培育文明乡风占领“主阵地”
阿拉达尔吐苏木以激发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为主线，以树立、宣传、

讴歌自主脱贫典型为抓手，出现华

成林、赵斯琴、赵海龙等自主脱贫典

型，做到了示范引领，营造了“我脱

贫、我光荣、我奋斗、我幸福”的良

好社会氛围，形成了“比学赶帮超”

的社会风气。 

“千村示范万村行动”工程实

施以来，沙日格台嘎查成立了由安

代舞、马头琴、四胡组成的三支队

伍，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同时，扎旗诗词协会的会员、

阿拉达尔苏木文艺工作者和部分驻

村工作队员，自发创作出了讴歌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作品 30 多

件，坚持用文艺的力量感化群众，教

育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和不良风

俗，弘扬文明新风，引导群众远离黄

赌毒走上广场，告别牌桌亲近书桌，

让消极落后的文化无处生根。 

培育良好家风增加“软助力”
近年来，阿拉达尔吐苏木将家

风家训建设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软助力”，率先倡导、开展家

规家训的征集活动，评选了“好家

风、好家训”30 条，全体帮扶干部立

足帮扶贫困户实际，和贫困户一起

探讨让家庭认领的家风家训，积极

引导贫困家庭转变思想观念，激发

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让勤劳

致富、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用好家风好家训教育

引导贫困群众，积极弘扬社会正能

量。 

培育淳朴民风树立新风正气
阿拉达尔吐苏木建立健全村民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

禁毒禁赌协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

展乡风评议，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

良现象。常态长效整治农村的大操

大办、盲目攀比、高额彩礼、厚葬薄

养等不良习俗，树立勤俭之风 , 倡

导红白喜事划定合理标准和规模，

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小办

或不办、“恶俗”陋习禁办，反对铺

张浪费、攀比炫富、封建迷信和黄赌

毒 , 树立新风正气。 

阿拉达尔吐苏木农牧民素质提

升工程实施以来，农村牧区环境卫

生明显改善，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和物质生活显著提高，有力促进

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以特色文化塑新时代农牧民
□田华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民族特色文化更像是一块璀璨的瑰

宝，涵养着民族血脉与精神寄托。”站在

神山脚下，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党委书

记崔银龙说。 

巴彦乌兰苏木围绕民族特色文化，根

据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千村示范、万

村行动”的总要求，紧扣“一学、两建、三

带、五改五提升”的总体任务，以深耕蒙

元文化为根本，实现农牧民文明素质有力

提升，促进巴彦乌兰苏木和谐文明发展。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

水有一方的风情”。巴彦乌兰苏木背靠神

山，面朝绰尔河，依山傍水之地蕴藏着深

厚民族文化底蕴。近年来，苏木党委、政

府始终秉承“乡村振兴，文化先行”的理

念，根据地域民族优势，深耕蒙元文化，将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传承

发展祭祀文化、马背文化、民族传统曲艺

及手工艺。实现传统文化有依托、有场地、

有活力、有底蕴，让传统文化滋养农牧民

精神风貌。 

自文明素质提升工程实施以来，巴彦

乌兰苏木把志愿服务工作和深化素质提

升工程作为加强和改进实践育人的重要

载体，着力在嘎查一级搭班子、建制度、兴

文化，不断推动志愿服务工程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引导广大志愿者争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播者。志愿活动开展以来，在册的 60 余

名志愿服务者，广泛开展送政策下乡、送

文化入户、送知识到人活动，通过 300 余

人次的文化志愿活动，以量的提高使苏木

农牧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得到质

的提升。 

巴彦乌兰苏木立足新时代特色，把

生态建设、文化发展与旅游产业有机结

合，按照“民族特色文化 +”的理念，打

造“民族特色文化 + 生态旅游”新名片。

每到余霞碧落之时，走进巴彦塔拉景区

便会看见民间艺人在瀑布与花草之间拉

响传承百年的旋律。在此，民族传统文

化与旅游发展完美融合，相辅相成。文

化特色名片不仅发挥“旅游”在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中的导向和带

动作用，还增加农牧民和嘎查集体收入，

更为农牧民奉上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

全苏木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

让农牧民人居环境“美”起来、钱包“鼓”

起来、思想“富”起来。

素质提升转观念  乡风文明促振兴
□张卓妹

 

“现在村里干净，有花有草，灯

杆上广告有图有文，一看就知道啥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在引

导我们都要争做新时代下的文明

村民。现在，我们每天都来跳广场

舞。”新林村村民付贵荣说。    

新林村是扎赉特旗新林镇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全旗新时

代新型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实施

以来，新林村立足实际，探索创新

方式方法，积累总结经验典型，大

力推进以“一带、两转、三改”为主

要内容的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较

好地实现了农民思想观念大转变、

文明行为习惯大改善、村级文明程

度大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

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新林镇政府的指导和带领

下，新林村建立了村“支委”成员

抓“两委”成员、村“两委”成员抓

村组干部、村组干部抓村民代表、群

众党员、村民代表、群众党员抓农户

的工作联络机制，形成中心组学习

会＋“三会一课”的网格化理论学

习宣讲体系。发挥“学习讲堂”“志

愿讲堂”“村民小讲堂”等载体作

用，创新开设“每日微信 7 点小课

堂”，线上线下定期邀请全村种养殖

大户、最美家庭、美丽庭院示范户

及“四会”组织等成员，分享行业经

验和心得体会，开展互动交流，实现

“理论与百姓零距离”。    

新林村通过改扩建文化广场、

制作精神文明宣传条幅图板、全力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完善村规民

约、成立“四会”组织、典型示范人

物评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网上网

下实践平台等具体工作，极大地满

足了村民的健身需求，提升了村屯

及村民室内卫生的“内在美”，实现

了村有“民约”屯有“规矩”，形成

了村民“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

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和“户

户讲文明、人人守规矩”的新时代

新风尚。  

新林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通

过调整种养业产业结构，规划培育

庭院经济，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农牧

结合＋庭院创收的产业发展道路。

吸收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土专家”“田秀才”“种养

能手”等新时代农民，定期组织对

全村农户进行走访调查，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通过“点菜

式、订单式、互动式”的培训模式，

有针对性地带领广大村民学习农

村实用科技，切实有效地帮助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并充

分发挥其示范带动、带头致富、决

策参谋、产业导向作用，带动广大

农民致富增收，促进了全村产业经

济发展。

干群同文明 社会共实践
□吕云泽    

永合村庭院幽幽药草香，古城村旗

袍蝶舞翩翩飞，常胜村干群挥汗同整村

容，兴隆村乡贤齐聚共建和谐，巴彦高勒

村讲堂热闹传和谐声音，巴彦巨力河村

专家指导促稻畜兴旺……这些都源于扎

赉特旗巴彦高勒镇结合实际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融入工作生活，动员全领域、覆盖

全行业、贯穿全过程。 

“大健康，不单指身体健康，还有心

理健康、情绪健康，天天生闷气、人参都

不给力，现在党和国家政策这么好，还有

啥不知足的！成天跟邻居争长短，争来

也都买药片了……”这些话是巴彦高勒

镇中心卫生院马青山院长在给村民进行

健康保健讲座时的“金句”。他还有另一

个身份——巴彦高勒镇宣讲团讲师。年

初到现在，他已经累计宣讲 100 余场，还

经常在各屯组微信群发布信息。宣讲团

一共有讲师 7 名，有退休老党员、学校校

长、农牧业专家等一批一直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身边能人，他们还经常联系扎

旗委党校、兴安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前来

授课。 

巴彦高勒镇古城村文化广场热闹非

凡，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

村民在今年四月自发组织了第一场文艺

演出，用二人转、大鼓书、三句半、快板

的形势宣传党的关怀、精准扶贫、乡风文

明、乡村振兴。李淑芝是这次演出的组

织者，她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穿不愁，

就是在家太闷。大伙聚聚排节目多好，

既能娱乐自己、锻炼身体，也能顺带传播

正能量，还能让大伙开心，多好！”她精

心组织的“旗袍秀”也即将登场。她还

有个梦想，就是领着姐妹们上个大舞台

展示一下。 

群众参与最广泛的要数村容村貌整

治了，“随手拍”就是因势利导整合微信

矩阵、门前三包、党员管理、志愿服务等

载体建立的管护机制，实现“群众随时拍

照上传、保洁员及时清理、村‘两委’及

时纠正”。“今年的活儿算不上轻松，但

是干得顺心多了，有党员、村民代表主动

做老百姓工作，大伙也都注意保持，发现

哪儿需要加强就拍照发到群里，我们就

马上清理反馈。还有志愿者不定期帮忙，

环境越来越好，死角也越来越少。”永合

村保洁员温贵说出了开展“随手拍”后

的变化。 

现在巴彦高勒镇村村体现新时代风

貌、户户争当文明榜样、人人参与实践活

动，农牧民素质的提升直接带动产业发

展、生态建设等工作的开展，称得上处处

生机处处新。

←巴彦乌兰苏木民间乌兰牧骑

↑阿拉达尔吐苏木安代舞表演

青龙山嘎查包片干部

和西瓜种植户交流经验→

——扎赉特旗以“一学两有三带五改五提升”活动全面提升农牧民素质侧记

兴安盟人民医院关于全面开展电子健康码就诊的通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限期取消“就诊卡”实现“扫码”就医的通知》要求，

兴安盟人民医院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开始停止发放和使用就诊卡。全面开展扫电子健康
码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兴安盟人民医院
2019 年 7 月 1 日

科尔沁王酒业
常年出售鲜酒糟

有酒糟的酒才是好酒

销售热线：18947423918  18947423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