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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文化广场

绿茵梦想绽放红城 
——乌市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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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

在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 8 位老专家发来了回信。

回信字字珠玑，语重心长，饱含丰富的内涵和

鲜明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对图书馆

事业意义重大，让所有的图书馆人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涵盖三个方面思想

内涵：一是充分肯定了国家图书馆 110 年来

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了图书馆“传承

文明、服务社会”的使命与初心。回信不仅

仅是对 8 位老专家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高

度赞誉，同时也饱含着对默默奉献的一代代

图书馆人的鼓励、肯定和殷切希望；二是对图

书馆职能做出了精准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以“重要标志”“重要场所”两个“重要”明

确定位了图书馆的职能；三是对图书馆提出

殷切希望和 6 项具体工作要求，指明了图书

馆服务和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亲自为恩古瓦比

大学图书馆“中国馆”揭幕剪彩；2016 年考察

中国科技大学时深入到图书馆自习室了解学生

们在图书馆的学习氛围，寄语大学生增强文化

自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定位图书馆在

文化中的作用；2019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内蒙古考察时，专程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强调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收集、整理、保护，

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

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019 年 9 月 8 日为国图 8 位老专家回信，

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对图书馆作出重要的指示和系统论述，充分体

现了总书记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

对图书馆人的亲切关怀。兴安盟图书馆及全

盟各级各类图书馆的每一名工作者都深受鼓

舞，作为当代图书馆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实际行动，努力做服务社会的忠实践行

者，做传承文明的积极引领者。要认真学习和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大学图书

馆的讲话精神和给国图 8 位老专家的回信精

神，牢记服务社会初心，勇担传承文明使命，深

刻领会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

方向，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提高学习

能力和事业进取心，增强干事创业的信心和本

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系统论述为

指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讲话精

神和回信精神上来，确保全盟图书馆事业的高

质量运行，推动全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服

务人民、服务社会再立新功。

结合我盟实际，盟图书馆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抓好落实：

一是要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近年来，兴安盟

图书馆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在

全盟积极打造“书香兴安”全民阅读品牌，开展“国学系列讲

座”“1+N 蒙汉文阅读写作系列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知识展等系列活动，积极落实“数字文化走进

蒙古包”“蒙古娃绘画大赛”“蒙古马精神系列活动·草原

梦、马儿情征文活动”“心之声——为盲人讲电影”等诸多全

国全区推广的品牌服务项目；与新华书店共同打造“红色书

屋”。今后，我们将继续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丰富

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

需求；

二是推进兴安盟地区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建立以盟馆为

中心馆，以各旗县市图书馆为总馆，以各乡镇、苏木文化站为

分馆的系统型总分馆体系；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核心，

以服务群众为中心，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探索

和实施供给侧改革服务方式，注重融合发展，建立以“图书馆

+”为模式，以“互联网 +”为手段的联盟型总分馆体系，落实

“鸿雁悦读计划”和“彩云服务工程”；

三是建立“成吉思汗书屋——兴安盟图书馆蒙文馆”，在

近几年内建成十个特色分馆“蒙古包书屋”，启动“珍贵蒙汉

文图书文献盟外回归计划”和“蒙古文文献公私藏书融合保

障项目”，努力打造我盟蒙古文文献收藏中心，收集、整理、保

护和传承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四是与内蒙古图书馆蒙古语在版编目数据（CIP）中心联

网，推动蒙古文文献的标准化、均等化服务，传播好草原文

化，促进我盟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五是依托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诞生地的奋斗

历程为我们留下的丰厚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红色

书屋”建立为契机，广泛征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建

立红色文化分馆和资源数据库，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素

材，发挥兴安盟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的优势，打造兴安盟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和引导全盟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刻苦

学习、努力实践，把革命先辈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初心，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代代弘扬传承。 （作者为兴安盟图书馆

副馆长）

□梁子晶  杨家朋
 

从初夏到深秋，树叶从新绿到浅绿再到深绿

又到金黄，时空变幻，斗转星移。洮儿河畔，蓝天

碧水绿地，空气清新，景色怡人，一个关于足球的

故事在这里演绎着经历者的苦辣酸甜。夕阳西

下，傍晚 5 点 30 分，位于洮儿河畔的一处足球场

地上开始热闹起来，参加训练的各个梯队的孩子

们陆续进场，开始热身、训练。孩子们在宽阔的

绿茵场上来回奔跑，传球、防守、射门……动作到

位、反应灵活、攻防有序、充满活力。这群年龄都

是 10 岁、11 岁的少年们，虽然稚气未脱，但他们

在球场上所表现出的状态却有模有样。他们满

头大汗，气喘吁吁，却精神抖擞，丝毫没有松懈。

场外，教练员们全神贯注地指导着队员们在场上

的传接配合跑位。这里是乌兰浩特市青少年足

球训练中心，每天下午 5 点 30 分到晚上 8 点，分

时段负责 U6、U7、U8、U9、U10、U11 六个男梯

队及 U9 女梯队的青少年训练工作。

出台相关政策 保障领导力量
“乌兰浩特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 2018 年

7 月成立，当时是从全市 2000 多名孩子里筛选

出了 2010 和 2011 年龄段的 230 名适合足球运

动的孩子，经过 2019 年冬训再次筛选后，现在

是有正式队员 175 人，其中女队是 13 人。”青少

年足球训练中心主任金鑫介绍。乌市青少年足

球运动基础好、氛围浓，近年来，更是以习近平

总书记开启少年足球梦为引领，认真落实《自治

区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借鉴武汉足球青训模

式，着力构建的乌兰浩特市足球发展体系。注

重引智，不断开拓视野，通过聘请外教、考察学

习、商谈合作等方式，为青训足球发展打牢基

础。更为重要的是，乌市还出台了《乌兰浩特市

足球青少年训练中心及基地实施方案》，既保障

了足球青训工作有章可循，又促进了足球青训

的快速发展。

乌兰浩特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十分重视

对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发现、选拔、培养，在日常教

学训练中，始终坚持“运动项目化”的体育学科

建设理念，以“校园足球”为抓手，以“重在普及、

兼顾竞技”为指导方针，以“课内课外一体化”为

工作思路，选拔专职足球教练，加强足球训练场

地建设，开展了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足球教学

和训练工作。为社会、为上一级足球队伍输送了

一批足球人才，并在全国足球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我们会不断提升学校足球训练教学水平，

选拔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热爱足球运动、具有

足球运动潜质的青少年，进行足球专项训练，完

善足球人才的梯队建设，提高乌市青少年足球竞

技水平，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

从而达到为社会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的。”

任金鑫说。

创新训练方式  提高训练质量
的确，足球训练从孩子抓起。每一名孩子，

或许都是明日冉冉升起的足球新星。在 2012 梯

队的训练场地上，身材瘦瘦小小但是精力充沛的

孩子们在认真进行着训练，其中一个叫韩冬的孩

子训练得尤为认真，带球、过人等各种训练都完

成得非常好。在训练的间隙，韩冬这样说：“我参

加足球训练已经一年时间了，夏天的时候去沈阳

参加过比赛，那场比赛我还进了一个球呢！最后

我们的球队获得了亚军，大家都很开心。”说完，

小韩冬又跑去训练了，他说长大了想当个足球教

练，教更多人踢足球、热爱足球。

孩子们在训练场上认真训练，家长们则在一

旁认真“观战”。韩冬的父亲韩锁青看得最为认

真，他告诉笔者，他自己就是一个足球迷，孩子还

小的时候就经常带着孩子踢球，他认为小孩子踢

足球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不仅能提高身体素

质，也掌握了一项技能；虽然有时候踢足球会受

些伤，但是乐趣比较多。“韩冬学足球这一年多，

我觉得他的性格有很大变化，不仅没耽误学习，

还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有这么专业的教练

带着他们，作为家长我也特别放心。”韩锁青如

是说。

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像韩冬这样的孩子们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也正是有了韩锁青这样的家

长们的支持，乌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更充满

了希望。2017 年 9 月，中国足球协会、萨马兰奇

基金会、三星集团联合成立了训练营，旨在从我

国范围内挑选 10 岁到 11 岁热爱足球的孩子前

往西班牙巴塞罗那，感受当地的足球文化，学习

国际前沿的足球技能。

2018 年 2 月春节期间，乌市李文博、奚伟奇、

包德龙三名球技出众、品学兼优的孩子有幸参加

了这一训练营。他们在国际最先进的足球青训

课堂经历了为期 19 天的集训、游学，体验了充满

西班牙文化的异域生活。一直以来，乌市青训中

心坚持“体教结合”的方式，致力于打造一支“会

踢球、有文化”的优秀球队。同时，采取“分散式

上课，集中式训练”的模式，营造“促全面、有特

长”的成长环境。青训中心坚持“请进来、送出

去”的理念，打造“搭平台、育人才”的青训体系，

不仅丰富了孩子的阅历，更提振了球员信心。

“通过这几年的锻炼，孩子们的团队意识特

别强，虽然平时的训练比较严格、比较辛苦，但是

实战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也经常带

着孩子们参加国内、国际的比赛，不仅开阔了视

野，也让他们的球技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乌

市青训中心主任金鑫介绍。

付出总有收获。一次次奔跑，一次次落泪，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成功，让这支充满朝气与活

力的队伍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鲜花和掌声。仅

2019 年上半年，乌市青训中心就先后获得了

2019 内蒙古自治区菁英杯足球锦标赛兴安盟赛

区 U8、U9 冠军，东部赛区 U9 亚军，总决赛 U10

第五名；2019 沈阳和平杯国际足球邀请赛 U7 亚

军、U8 季军、U11 第五名。

“我能做到的就是负责好孩子们的后勤保

障，让他们的训练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的队员

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都比较优秀，训练起来也

不费力。”“虽然工作量比较大，但是为了能够提

高家乡足球的水平，我热爱这项工作。”领队、教

练员、负责人，每一个参与到足球训练工作中的

人，都是热爱足球的人，都是有责任心的人，他们

在默默付出，他们在辛勤工作，奖杯和荣誉的获

得都与他们息息相关。“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营

造健康的青少年足球文化，培育品学兼优、全面

发展，并具有足球专长的优秀后备人才，让我们

共同关注并支持青少年足球事业，支持青少年在

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强身健体、快乐成长！”乌

市副市长王凤华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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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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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