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林

白音特布斯格嘎查地处乌兰

浩特市东南，洮儿河就在它身旁

汩汩流淌。作为蒙汉民族村民

聚居的村落，贫困的景象正在淡

去，一个希望升腾的新农村正在

形成。

白音特布斯格过去很穷。老

乡说“白瞎那名了”，那名是指白

音特布斯格的汉语意思—“富

地”。因为温饱难继，有能力的村

民都往外跑；因为挣不了几个钱，

住房多是破败的土屋；因为穷困，

不少学生念了小学或初中就下

地干活了；因为物质匮乏，村里

常有偷盗现象发生……村民们

说，那年月再穷也要养狗，为的

是看家护院，听个动静。

老支书韩荣曾不止一次地感

慨：总有一天我们会跨越温饱线，

改变村屯面貌。为此，老支书带

领班子大力推进家庭承包和水

田开发，铺筑了进村的油路。白

音特布斯格在困境中逐步发展，

但和先进比，仍然差距很大。随

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一届届村班

子带领群众不懈奋斗，使白音特

布斯格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局面。

就像凤凰涅槃，白音特布斯

格走出了贫穷的煎熬，逐步富裕

起来。201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超过 11000 元。多数人家每年收

入十几万元或二三十万元，种植

养殖等专业大户的收入则更高。

村民住进了砖木结构的房屋，村

部搬进了楼房，实现了电子化办

公。现在要看旧土房和老村部

的旧屋只能找老照片了。过去

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坎坷凸凹，

夏天泥泞、冬天打滑。现在进村

路面重铺，巷道是小油路或小水

泥路。路旁栽树植花，院墙整齐。

来过的人说，白音特布斯格值得

看一看，值得走一走。它不仅村

容村貌美了，而且原野庭院都很

美。万亩稻田绿浪滚滚，庭院水

稻绿着一园一院，“稻花香里说

丰年”一点都不假。就是冬天也

有滑雪场等去处。

生活好了，村民们跟着时代

时髦起来。很多人家购置了农

用机械和小汽车；人们闲暇时跳

广场舞、拉四胡，参加各种文体

活动；升学季里，总会送走几位

大学生；老人们生活幸福悠闲。

年逾九十的张老汉，连续七八年

自掏腰包为村里七十岁以上老

人办酒宴祝寿，庆贺好生活。

白音特布斯格的干部群众

在学习中开阔着思路。他们开

农机维修厂、米粮加工厂、办超

市和网店，经营着饭店、歌厅，外

出打工，多种经营搞得红红火火；

他们入股办合作社，发展专业大

户，向往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党支部书记付立志说：“我们

一定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政

策，紧跟全市全镇建设新农村的

部署，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如

期建成小康村。”村委会主任韩

金龙更坚定地表示，要大力发展

规模经营，把乡村旅游抓上去，

把合作社搞好，让村民增加收

入，让白音特布斯格成为我们期

盼的福地。

这不就是希望的所在和升腾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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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仰的井冈山
□胡连军

 

小的时候，木制手枪、红缨大刀，是我

的最爱。虽没有红军服，但腰间一定要系

一根麻绳，用来别“手枪”用的，装束虽然

有些简单，却常常为自己扮演红军战士而

自豪。

后来上学了，在语文课本和图书中看

毛委员与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的画面，

幼小心灵里就有了对红军的格外敬重。

这幅伟大的历史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里，并深埋在我的内心，伟人的光辉形象

已牢牢地植根在我的记忆里。

再后来，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増长，一

提起井冈山，还会想起朱总司令的扁担，

那根儿扁担，担着官兵平等的身份，担着

良好的军队作风。同时，也担着希望，担

着乐观，担着民族的脊梁。井岗山的翠竹、

八角楼的灯光、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恍

惚间让人又步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多少仁人志士

在这里起步，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把

希望寄托在这里，把生命奉献给了革命。

那时，我常常会想，若有一天我到井

冈山，我一定要掬一捧黄土，把自己的敬

爱献给他们。今年五月初，我如愿以偿

“飞”向了井冈山。

飞机降落机场后，我好像一名顽童，

不容分说，竟自向前来接机的大客车奔

去。接机的人恰是负责我们这次学习的

班主任贺丹老师，她似乎了解我的迫切心

情，人员到齐后，客车不容分说就一头扎

进了——井冈山。

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两旁的树木

向后倒去，同来的人惊呼这里的生态太好

了吧，甚至有的人兴奋的把话说的都不太

准确，说这里绿化的好，其实那不是人工

绿化的，是大自然的恩赐，应该是森林覆

盖率高，但表达的都是生态好。在车上，

我急切的问班主任老师，现在离井冈山还

有多远？她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井冈山

地界了，也许她理解我的想法，随后补充

了一句，井冈山不是山，是地名。我这时

才恍然大悟，多少年来，我一直把井冈山

当做是一座山来看待，深感自己知识匮

乏。车在飞奔 , 心在飞奔 , 我们正赶往那

绵延五百里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深处。

一扑进井冈山的怀抱 , 车仿佛在沟壑中

荡起秋千，一会儿驶入谷底，一会儿驶入

山峰，不变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看不到

裸露的山岩，一步一景，一山一貌。远望

群山，山峰上满是各种树，犹如一队队红

军将士守护在这山岗上。当我收回遐思，

回到眼前的境界，崇山峻岭、涓涓清泉在

流动的视野里再现时，我不由的发出感

叹，井冈山如此美丽 , 仿佛步入了仙境一

般。     

到了住地，为了感受当年红军历程，

再现当年红军时代情景，培训中心的老师

要求我们脱下了便装，换上了红军服，几

位“大腹”的同事越看越觉得不像当年的

红军，面对大家的疑问，他们自我解嘲说，

要不是当年红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哪

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幸福生活让我

们拥有了这样的“大腹”。在场的同事都

笑了。

按课程要求，我们如期起了个早，我

们要感受一下当年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

卫战和那传世久远炮声隆隆的黄洋界。

提起黄洋界，人们不得不吟诵起毛泽东主

席的名篇《西江月井·井冈山》：山下旌旗

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

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

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朗

诵声和着大家兴奋的心情，汽车沿着登山

公路盘旋而上 , 我们来到慕名已久的黄洋

界。黄洋界是井冈山北面的天然屏障，山

势巍峨，峰峦峻拔，毛主席曾经感慨：“过

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站在黄洋界上举

目远眺，遥想当年，黑压压的敌军，扛着长

枪短炮，蜂拥而来，在敌众我寡的前提下，

是靠什么力量，把敌人消灭掉的呢？而如

今，站在这里，望不到硝烟和战火，只见和

平盛世下的良好生态和渐次起伏的群山 ,

云雾弥蒙；再看白茫茫的云海 , 时而像惊

涛拍岸 , 时而像炊烟缭绕，徐徐飘飞。山

峰也时隐时现，仿佛在窥视着大自然的壮

美。低头向下看是美丽的大峡谷，两旁山

坡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在山谷中摇曳，在墨

绿的色彩中依稀可见血红的杜鹃花，特别

耀眼的是谷底的那条溪涧 , 在阳光的照射

下 , 如同一条细长的银蛇 , 逶迤前行，直

通天边。我站在昔日地势险要、防守森严

的黄洋界哨口 , 看不见战旗飘飘 , 听不到

炮声隆隆 . 身旁的炮台和纪念碑 , 仿佛在

默默地讲述当年军民齐心协力击溃敌军

的故事。不远处，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

时曾歇息过的那棵黄槲树如今枝繁叶茂。

此刻 , 我仿佛听见了毛泽东主席那浓浓的

湖南乡音 , 看到了朱德总司令那根有名的

青竹扁担。

在瞻仰小井红军烈士墓时，大家听说

130 多名红军伤员及医护人员，面对敌人

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却决不说出红军

主力位置，最终集体被枪杀在稻田里的故

事，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小井红军烈

士墓的一侧，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一处僻

静山坡上，一株苍翠的柏树旁，一块三角

形的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这是英

雄曾志安息的地方，她的部分骨灰安葬在

这里，没有豪华的墓地，没有硕大的墓碑，

但人们每每来到这里，都要驻足沉思，“送

子”随军，抛舍骨肉亲情，随军远行的壮举

感动了让多少人潸然泪下。我从远处的

翠竹下，小心的拂去土层上树叶和枝棍，

捧一捧黄土，虔诚的放在三角形的墓碑

旁，把一种对曾志和千千万万个将热血洒

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的敬仰和崇敬存放在

这里，更是完成我儿时的一个心愿。在井

冈山，“信仰”绝不是一个虚幻的名词。战

友情、儿女情、兄弟情，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很多，每一个都那么情深意切，荡气回

肠。

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这次红色

教育培训基地还为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内

容丰富的现场体验式教学，全体学员还参

观了大井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旧居、茨

坪毛泽东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茅坪

八角楼、永新三湾改编纪念馆、八一纪念

馆和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等地。一场场

现场教学，让学员们身临其境，似乎重回

到那个浴血战斗的艰苦岁月。生动的讲

解和感人的故事让全体学员接受了灵魂

的洗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理想

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定信念和英雄壮

举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

一次难忘之旅，一次儿时相约，在井

冈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井冈山 , 美丽的

地方，英雄的地方 , 忠骨的英灵在护佑着

这方水土和国土。

兴安杜鹃红
( 原创歌词 )

阳关

北国风光好

兴安杜鹃红 

条条大路通远方

绿水青山处处情

 

处处情，杜鹃花开笑相迎 

朶朶红，杜鹃花香醉春风 

冰天雪地花更艳

山水林泉香更浓 

哦，兴安杜鹃红 

兴安杜鹃红

 

杜鹃美，青葱岁月追梦中

杜鹃颂，红梅品格

献真诚

守望春天遍地开 

编织未来新里程

啊，兴安杜鹃红 

兴安杜鹃红

故乡的路
孙丽仁

七秩风华   祖国有我
□严润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从此万物初始，三阳开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圣火熊

熊燃烧，改革三十而立，昂首阔

步。

当时间慢慢进入 2019 年，中

国，这艘改革航行中的巨轮，也

已经悄然迈进昌盛之年。

当缠绵如诗的细雨滴答着我

的心房，轻柔拂面的杨柳风斜过

我的耳畔，听！这风中传送着遥

远的稚嫩的童音《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 《让我们荡起双浆》，那是

可爱的孩子们在为幸福的生活

而欢乐的歌唱。峰峦矗立写出巍

峨，江河蜿蜒画出辽阔。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年华弹指一挥间，

幸福的年轮，深深镌刻着工匠的

精确手艺，这就是时光永恒的模

样。

站在当今的节点，回首过往，

慨当以慷。瞭望未来，中国以新

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世界舞台

中央，历史的地平线上洪波涌

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

70 年的风风雨雨。70 年，承

载着多少荣光与梦想；70 年，流

淌着多少青春与故事；70 年，有

老一辈的奋斗，有老一辈的辛劳；

70 年，有难忘的故事，有永恒的记

忆。在这 70 年间，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好，我们的国家已经腾飞。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是民族

的希望，是国家的栋梁，我们应

当勇挑民族振兴的重担。我们

更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为奋斗目标：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

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

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格修

为……为新时代奉献自己的青

春与智慧！

一个希望升腾的村庄
（上接第一版）

这次主题教育全党关心、社会关注、群众期盼，抓好宣传舆论工

作十分重要。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作用，运用多种形式，

创新方式方法，加强正面引导，为搞好主题教育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大力宣传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

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宣传党员干部身

边可信可学的先进人物，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良好风尚。

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各级各地要以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

确保不搞形式、不走过场。要从领导干部自身素质提升、解决问题

成效、群众评价反映等方面客观评估主题教育效果，对主题教育中

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安排部署不

搞反复发文，不层层套改方案，防止搞“作秀式”“盆景式”调研，防

止检视问题搞官样文章，防止整改落实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

轻飘飘。

推深做实主题教育，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防止“空对

空”“两张皮”。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

起来，把党员干部焕发出来的热情干劲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

的实际行动。尤其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着力在探索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项目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方面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无论身处何方，都要保持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只要我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

度，开好局、起好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落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一定能够在内蒙古大地上结出丰硕

果实。                                                           （内蒙古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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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书画 

伴着喊山号子的久远

你诞生在林海山间

父辈坚定的步履

铸就了你隽永的诗卷

 

多少个日升月落

脚下的荆棘磨碎了锋芒

多少个寒来暑往

见证我心中难忘的印象

 

雨季的泥泞不堪

晴天的尘土飞扬

和着贮木场冲天的楞垛

还有绞盘机流水般的欢唱

 

融入深冬的大雪封山

锁进初春桃花水的泛滥

如今依然在记忆中贯穿

让我怎能不感叹岁月的变迁

 

改革的春风拂遍神州

生态建设宏图大展

党的关怀就像雪中送炭

林区人民把新时代凯歌高旋

 

柏油路修到家门前

旅游休闲纵横四方

你映衬着绿水蓝天

吟诵着林区人对生活的美好歌赞

 

你就是那圣洁的哈达

托起内蒙古对祖国无限深情的依恋

招聘早餐面点工
会包包子、炸油条等，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 :15690929336联系电话：18748200856

出售二手设备
因转项经营，出售二手披萨烤箱。

专 业 制 本
承   制：学生本   广告本   记录本   异型本

特   色：1. 无线胶装不掉页               2. 可平铺易撕取的本

状元文教用品厂 电话：400-044-1237   18204821237

春在梅枝头   律桂霞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