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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奏响青春乐章
□记者 张兆琪

从爱心演出到扶贫帮困、从义务献

血到募捐义卖……十年间，她把爱心洒

满了兴安大地。她，是红城志愿者联盟

创始人王静。2009 年，在乌兰浩特市都

林办事处担任纪检委员的王静，凭着对

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凭着一腔矢志不渝

的信念和热情，创建了红城志愿者联盟。

自此，她便走上了一条默默无闻的奉献

之路。

作为基层工作者，她始终当好群众的

贴心人，把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

间，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体察群众

生活、体会群众疾苦、体味群众情感。

爱说爱笑，喜欢和社区老人们聊家常

的她，更加喜欢主动去帮助老人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当她第一次跨入辖区

五保户马良生老人租住的平房时，看着老

人满脸的胡须、破旧的穿着，屋里透着风

的玻璃窗，基本没有任何家当的房子，她

心酸了。当她给老人换上了新的棉大衣、

棉鞋，带去了满袋子的鸡蛋还有生活用

品，老人乐了。就是现在，她还会经常挂

念着老人的衣服是不是该换季了？老人

家的米和油还够用吗？老人过冬的煤炭

有没有着落呢？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她

都会找上几件换季的衣服、拿上大米和豆

油、拎上水果和鸡蛋，去看望老人。2018

年年夜，当别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

时，王静与爱人带着饺子馅、面团和各类

食材去给老人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陪

他过了一个不再孤单的新年。

辖区的吴阿姨身体不好，儿女又不在

身边。当王静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她便经

常和同伴们去看望老人，帮老人收拾房

间、打扫庭院、擦玻璃，买一些适合老人吃

的糕点和水果，陪老人聊家常，听老人讲

自己的故事。

不止如此，每到逢年过节，王静都会

去走访慰问辖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困难儿童、残疾家庭等弱势群体，为他们

送去慰问品以及节日的问候。

2010 年 10 月，王静与就读于都林二

小的狄方诺小朋友相识了，并结成了“一

助一”对子。从那天起，王静就成了狄方

诺的“静姨”。买衣服、买玩具、买学习用

品，补习功课、过年办年货，假期带他去

体验生活、带他去游玩，只要能给的关爱

她都会毫不保留地给他。虽然现在狄方

诺回到老家去上学了，但是王静永远不

会忘记小朋友每次咧着嘴露出两颗大板

牙用稚嫩的声音一声声唤着“静姨”的场

景。

多年来，王静组织志愿者们与卫东小

学的 39 名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结成了

“一帮一”对子，每个学期都会给孩子送

去 300 元的生活费用以及文化用品，一直

到孩子们小学毕业；组织超过 2000 人次

的志愿者去看望永联二小、五一小学、铁

西二小、都林一小、都林二小、义勒力特第

十中学、胡力斯台幼儿园、兴安盟特殊教

育学校上千名的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以

及残疾孩子等，为他们带去学习和生活用

品。

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到现在的 600 余

人，王静带领红城志愿者联盟组织公益活

动累计 143 次，自筹活动经费、活动物资

累计 60 余万元，为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弱

势群体进行公益服务 4000 余次，让上万

人受益。

盟图书馆联合前旗一中

开展大型蒙文阅读写作专场活动
本报讯（吴晶凤）近日，由盟图书馆、科右前旗教育局主办，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承办的“1+N 时尚悦读季—2019 草原书香”

大型蒙文阅读写作专场活动成功举办。

学生手捧兴安盟蒙汉双语著作《神采兴安》，深情朗读书中

科右前旗山水传说《黑羊山》和《归流河》两个篇章，标志着本

次活动正式开始。接下来进行了蒙语经典名著阅读体会、齐诵

成吉思汗箴言、亲子阅读蒙古族谚语和散文等多内容、多形式的

读书和分享活动，接下来，更有喜庆热烈的舞蹈《奈日》、热情奔

放的马头琴演奏《万马奔腾》等节目融汇其中，将活动气氛推向

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活动在全场大合唱《我亲爱的母校》中落

下帷幕。活动最后，盟图书馆志愿者代表向前旗一中学生捐赠

了 600 余册图书。

乌市爱国街春阳社区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金文茹）近日，乌兰浩特市爱国街春阳社区组织开

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做先锋”主题党日活动，旨在进一

步强化春阳社区居民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激发党员学

习热情，提高党员服务群众能力。

活动中，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视频学习任明德同志先进

事迹，学习扫黑除恶基本知识并进行考试。最后，党员集体参加

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党员做先锋志愿服务，清理了祥园六小区、美

高美小区、百兴游园内的白色垃圾和卫生死角。活动结束后，党

员纷纷表示，要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党员使命，永做服务先锋，以

实际行动践行党员职责。

树木沟派出所

化解矛盾在基层

本报讯（徐殿臣）近日，科右前旗公安局树木沟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前旗阿力得尔苏木红光村村民王某与邻居发生一起纠纷。

接警后，所长李昕琦带领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原来

该村村民王某与其邻居曾某因土地纠纷积怨已久，当天双方再次

引发口角。考虑到双方是邻居，为化解双方多年的积怨，李昕琦一

行多次上门做工作，宣讲相关法律政策，最终双方纠纷得以化解。

近年来，树木沟派出所以“小事必须跑、一事多次跑”的原

则来处置村民矛盾纠纷，努力践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的新枫桥经验。当矛盾纠纷发生后，民警们第一

时间到达事发地并对相关事宜进行详细了解，结合症结点有的

放矢地开展工作，维护辖区治安稳定。

公主陵牧场

金秋舞动 情暖夕阳
本报讯（刘风华  梁新伟）秋高气爽，伴随着丰收的气息，近

日，公主陵牧场老年体协、老年支部及工青妇与乌兰浩特市鼎艺

艺术团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情暖夕

阳，关爱老人”文艺汇演。公主陵牧场机关工作人员、职工群众

等共计 200 余人观看了演出。

演出以民族舞《激情安代》拉开帷幕。随后，唢呐独奏《欢

天喜地庆丰收》、草原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舞蹈《草原请你

来》、天津快板等节目接连上演，现场温馨而热闹，观众看得津津

有味，最后以大合唱《共筑中国梦》《大海航行靠舵手》落下帷

幕。演出共有 26 个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公主陵牧场职

工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兴安盟地区 2019 年育人培训在乌市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兆琪）9 月 18 日，由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

创新中心、“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办

公室主办，盟教育局、乌市教育局、乌市兴

安一小承办的“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

划兴安盟地区 2019 年育人培训在乌兰浩

特市兴安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全盟 70 余所

小学共 300 余名教师（校长）到场参加。

培训为期一天，分为策略培训、经验分

享、专家点评、课堂展示等几部分。培训现

场，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北京教育

学院通州分院）德育研修部主任高伯武就

如何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能力进行现场讲

解，兴安一小教师郭萌、突泉县实验小学教

师米春颖、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五小学教

师冯文静分别以“于实践中自主，在活动中

自强”“博雅校园  自主先行”“在自主管

理中成长，让每一个孩子的未来都精彩”为

主题开展经验分享，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

学校长姬琳针对展示课堂与如何培养学生

良好品质进行总结报告。“专家们讲的内

容贴近生活，其中一些鲜活案例对于我们

来说特别有时效性，我感觉受益匪浅。”兴

安一小教师姜楠在会后告诉记者。

据悉，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发起的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是一项以提

升教师素质为核心的全国性大型行动计

划，2015 年 7 月，乌兰浩特市正式成为“中

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基地，几年来，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专家团队多

次来到乌市，开展多学科教师素养提升专

项培训、校长素养提升培训、班主任育人

能力提升培训，组织教师参加学科网络研

修活动，对乌市基础教育领域学校和教师

的整体育人能力进行帮扶、指导，促进了

乌市乃至全盟教育教学的优质化发展。

返乡引领乡亲共圆致富梦
——记突泉县恒兴彩砖厂厂长、聚美恒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淑辉

刘淑辉，突泉县太平乡五三村的普通党

员，一名返乡创业的有志青年，也是带领贫

困群众发家致富的模范典型。他用自己的

双手勤劳致富，诠释着党员为民的情怀，带

动周边贫困群众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

返乡创业，成为乡村模范带头人
刘淑辉是五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

1998 年中专毕业后，他不甘于靠天吃饭

的农村生活，毅然决定外出务工，勤劳质

朴的他在不断的劳动中学到了新事物，

树立了新思想，也赚到了第一桶金。2009

年 5 月，他带着 10 年的积蓄，回到了五三

村，创办了恒兴彩砖厂。

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刘淑辉的

彩砖以质量优、颜色正、价格低、品种多的

特点，短时间内打开了销路，在突泉县内

及周边地区打出了名气，一时间，海量订

单纷纷而来。创业成功后，看到五三村很

多百姓依旧在靠天吃饭，刘淑辉心里很不

是滋味，他常想：一家富不算真的富，让全

村富才是真的致富。他决定引领百姓将

土地承包流转出去，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到

他的彩砖厂打工，以此来改变村民的生产

生活方式。现在彩砖厂稳定安置就业工

人 50 余人，在旺季能安置 150 人就业。

致富不忘本，带领乡亲一起奔小康
2015 年 6 月，刘淑辉看准时机，找到

有意向发展的村民在突泉县曙光园区成

立了鑫恒兴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

了 24 座大棚，搞起了特色化种植采摘园；

2017 年更是紧跟时代步伐，依托自治区

发展旅游业的契机，以合作社为基础成立

内蒙古聚美恒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做大了，但刘淑辉的心依旧在基层，

根依旧在农村。在全面开展精准扶贫的

过程中，他认领了 20 户贫困户，通过大棚

种植技术的传授和指导，帮助他们脱贫增

收。2016 年至今，公司吸纳劳动力共 230

人，人均年收入 26400 元。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华丽蜕变。刘淑

辉以坚定执着的信念、宽广博大的胸怀趟

过了十年的如梦岁月，他艰辛跋涉、无私

奉献的足迹深深地印刻在了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丰碑上，他的人生也因此在崇高

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得到了最好的诠

释。  （稿件由兴安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

兴安盟烛拉爱心慈善协会

为贫困学生捐资助学

本报讯（崔丽娟）近日，兴安盟烛拉爱心慈善协会前往乌兰

浩特市卫东中学为 7 名贫困学生送去爱心资助款 7000 元。

据了解，从 2017 年开始，兴安盟烛拉爱心慈善协会开始资

助这几位贫困学生，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一直长期跟踪资助。

接下来，协会成员们将继续陪同孩子们一起前行，也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参与慈善，倡导无私奉献，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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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养牛 , 牛气！
□王天慧

“哞哞哞……”一头头体格健壮的

安格斯牛悠闲地吃着饲料，咀嚼声此起

彼伏、不绝于耳，它们的主人——突泉

镇双山村村民李志正在添草、加料，看

着这些“宝贝”茁壮成长，李志乐呵呵

地说：“这些牛让我们找到了脱贫致富

的新路。”

2018 年，养殖能人李志牵头组建了突

泉县双山村盈佳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吸

纳该村 5 户贫困群众入社，争取到盟级帮

扶资金 40 万元购买了 26 头安格斯能繁

母牛，群众将牲畜入股合作社，提高了畜

牧业的规模化程度，更好地让群众抱团发

展，加快群众增收步伐。

突泉县双山村盈佳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采取“一统两带三收益”的养殖模式，

通过养殖良种母牛、繁育仔牛、出售商品

牛，引导贫困户逐步发展成养牛专业户，

探索出一条畜牧业助推精准脱贫的新路

子。

“我家利用扶贫资金购买了 1 头能繁

母牛，平时不懂怎么喂，也没有专门的畜

圈，合作社解决了我们规模扩不大、技术

跟不上的问题，每年都可以生 1 头小牛，

喂到出栏每头可净赚 5000 元。”入股社

员张余跃对合作社与贫困户抱团发展增

收的模式非常认可，对脱贫致富充满了信

心。

“我们合作社养的安格斯牛，个头大、

腿子粗、品相很好。与企业签订了相关协

议，不仅保回收，销路有保障，还给我们提

供技术支持。”李志曾在养殖场帮过 3 年

工，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据李志介绍，目前安格斯牛价格稳

定，养殖风险低，今年的首批能繁母牛已

于 7 月初产仔，等喂到出栏时一头牛可净

赚 8000 元左右，年底将利润按照农户入

股的牲畜和资金进行分配，牛粪晒干后还

可以销售给附近乡镇的果树种植大户，额

外增加一笔收入。目前，李志正筹划扩建

圈舍，让更多的贫困户参与进来，一起脱

贫致富。 

竞技展风采
9 月 11 日—12 日，扎赉特旗中等职

业学校成功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鼓号队、彩旗

队、裁判员队及各专业特色方队依次有

序入场；运动会中，运动员们奋力拼搏，

勇夺第一；赛场边，同学们为选手助威打

气，呐喊声、欢呼声、欢笑声响彻校园的

上空。整个运动会场面气氛热烈，体现

了学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宝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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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不 慎 将 乌 兰 浩 特
市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 限 公 司 意 向 金 收
款 收 据 丢 失，收 据 号：
0000174，交款单位：梁
冰，金 额 合 计（大 写）：
伍万元人民币，￥5 万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扎赉特旗包孟山不
慎将蒙 F21630 车的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证 号：
152223001026，特 此 声
明。

巴彦高勒派出所联合巴彦高勒蒙校

开展反恐演练活动
本报讯（高连成）为进一步提高校园反恐水平、确保校园安

全，近日，扎赉特旗公安局巴彦高勒派出所联合巴彦高勒蒙校开

展了反恐防暴应急疏散活动。

演练活动中，以该校放学时间持刀“歹徒”欲闯入校园伤害

师生为背景，民警、辅警、校园安保人员和老师按照处置预案闻

警而动、快速反应、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现场秩

序维护，将师生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抓住战机，协同作战，将“歹

徒”成功制服。通过此次开展校园反恐防暴应急演练，进一步提

高了学校师生的反恐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提升了教职工面对

突发暴力恐怖事件的防范意识及保护学生有效逃生避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