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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抓”确保“四力”强化思想教育
——突泉县关工委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记事

□陈立

突泉县关工委遵循“急党政之所

急，想青少年之所需，尽关工委之所

能”的工作方针，围绕关工委“三大

职能”，始终坚持“四抓”确保“四力”，

努力做好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 

坚持抓班子建设，确保班子有战

斗力。工作能否创新，关键是要加强

班子建设，尤其是基层班子建设。继

调整县关工委常务班子后，重点调整

了乡镇关工委班子，加强了基层关工

委班子建设。由于突泉县委高度重

视，全县九个乡镇现有四个乡镇由正

科级干部（人大主席）负责关工委工

作，强化了班子建设，也增添了关工

委干部的力量。  

太平乡关工委主任李珺，她自觉

把关爱救助青少年作为己任，尽职尽

责救助自闭症儿童王辅政。她多方

筹措资金，帮助王辅政家建了 60 平

方米住房，改善了生活环境的同时还

把王辅政姐弟俩接到家里，创造了宽

松的学习环境。王辅政的生活和精

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爱温暖小家，李珺超越了血缘

关系的母爱，没有华丽的豪言，没有

惊人的壮举，她用对关工事业忠诚之

心，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坚持抓基层队伍建设，确保政策

的吸引力。近年来，基层关工委存在

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乡镇常务副主

任工作积极性不高，还有三分之一的

提出不想干了。针对这一问题，突泉

县关工委不仅抓理想信念教育，思想

道德教育，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

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是积极向县

委政府汇报，征得领导支持；二是大

力协调基层党委政府增加投入，增加

关心下一代工作经费，提高常务副主

任补贴。2019 年乡镇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的补贴由原来的每月 400 元，提

高到现在的每月 1000 元。村级常务

副主任补贴由原来的每月 50 元，提

高到现在的每月 100 元。各科局常

务副主任也作了相应调整，从而调动

了关工委队伍的积极性。  

突泉县关工委把工作目标纳入

突泉县委工作目标管理。年底，突泉

县关工委要把乡镇落实补贴情况作

为重要内容进行考核验收，并把验收

结果上报突泉县委考核办。制度的

建立，政策的兑现，极大地调动了基

层干部工作积极性。  

坚持抓内宣、外宣，确保宣传的

影响力。2019 年，突泉县关工委在《中

国火炬》已刊登工作信息 65 条，在《内

蒙古日报》刊载人物通讯两篇。在

《兴安日报》《兴安新闻》、盟关工委

《工作简讯》《突泉新闻》和“突泉微

讯”微信平台等都有一定的发稿量。

特邀通讯员共创作作品 73 篇，各种

媒体采用 47 篇，采用率 60%。突泉

县关工委建立七大宣传平台，实现内

宣、外宣新突破。通过七个宣传方法

即：阵地宣传、媒体宣传、战役宣传、

简报宣传、宣讲团宣传、出书宣传、借

力宣传，扭转了宣传工作滞后的被动

局面。突泉县关工委创新思路，谋

划新办法，在全县招聘一批政治素

质好，文笔功夫好，协调能力好的特

邀通讯员，建立特邀通讯员队伍，并

对 22 名特邀通讯员颁发了证书。发

挥特邀通讯员的作用是做好关工委

宣传工作的重要补充，既给特邀通讯

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为关工

委宣传拓宽了渠道。同时，建立关工

委对外宣传奖励机制，做到管理规范

化，定期培训，定期分解任务，定期总

结、表彰。突泉县关工委还到通辽学

习考察外宣先进经验，通过学习找到

了实现外宣突破的门径。  

坚持抓重点工程，确保典型的带

动力。围绕“十百千万工程”，重点抓

科技致富带头人的宣传，以点带面。

刘树辉是聚美恒果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突泉县太平乡远近闻

名的科技致富带头人，连续 10 年被

自治区评为劳动模范。刘树辉主动

扶持 21 户贫困户，帮助他们脱贫致

富。每年大棚种植旺季，刘树辉带动

了周边几百人就业，解决了剩余劳动

力转移，并连续多年资助多名困境青

少年。  

高金柱是太平乡致富带头人，金

柱家庭农场被评为全国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高金柱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

和“最美中国三农领军人物”。高金

柱帮助本村 31 户贫困户脱贫，每到

春秋两季，他就发挥金柱家庭农场的

优势，帮助村民无偿整地、秋收运输

等。高金柱扩大经营规模，建设了 3

万多平方米的砖厂，9 万多平方米的

肉羊养殖小区，还建设了集蒙古包、

农家乐、垂钓、瓜果采摘、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游乐场，带动了乡村旅游，解

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围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丰富多彩

的思想教育。4 月 10 日，按照盟关

工委的统一部署，突泉县关工委在突

泉二中召开了“和祖国一起奔跑，做

新时代追梦人”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同时，全县以各中小学为主迅速

开展了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主题教

育活动。突泉县实验小学在校内开

展以读书活动、校园艺术、演讲比赛、

书法绘画等为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

突泉一中、二中、三中等镇内学校均

把活动从校园拓展到社区。宝石、六

户、杜尔基、九龙等乡镇中小学也分

别开展了别开生面的主题教育活动，

宝石镇小学在“我为祖国点赞”读书

活动中，以赞美家乡为题的征文和演

讲被选送到盟教育关工委。  

太平乡关工委把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与开展学习科技致富带头人活

动有机结合，组织 100 多名小学生到

聚美恒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

观学习，刘树辉教小朋友采摘和种植

反季节蔬菜等技术。孩子们在参观

中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突泉县利民社区把“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与

点亮贫困儿童微心愿活动有机结合，

开展了 11 期活动，为 934 位贫困居

民和贫困学生实现了“微心愿”，爱心

物资折合人民币 8 万余元。  

建立三大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

把红色基因教育注入活力。学田乡

“知雨阁”被打造成突泉县青少年思

想教育基地，孔子雕像安详静立，具

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全县有上万名中

小学生到这里参加各种活动；小额木

特森林思想教育基地，以优美的生态

环境为特色，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养成保

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农耕博物馆

是教育青少年学习农耕文化和传统

文化的思想教育基地。借助思想教

育基地，今年突泉县关工委宣讲团深

入基层宣讲 20 多场，听众达 4000 多

人次。  

10 月 11 日，突泉县关工委在太

平乡召开了“党建带关建”现场推进

会，会议采用现场参观和座谈的方式

进行，共 60 多人参加会议。这次会

议使大家对“党建带关建”和关心下

一代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做好

关工委工作的信心。

好一个华丽的生态转身
——突泉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变身记

□张明明  李洋洋 

在突泉县城西五公里处，有座山叫

额木特，这里因生态建设力度逐年加大

而声名鹊起。初冬时节，伴随着额木特

森林地质公园第五届陌上花香菊花节的

成功举办，这座曾名不见经传的大山正

吸引着更多人的目光，备受关注。 

“我们年年来，看到满园的菊花心

情美美的！”“一年一个变化，确实不

错！”600 平方米的展厅内，菊花花海，以

傲人的姿态和神韵，让许多人深深地迷

恋和喜爱。 

今年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的菊花展

将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在原有 80 多个品

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 40 余种珍贵菊花

品种，让每一位观赏者都深深地感受到

菊花艺术的精湛之处，将中国的菊花文

化表达得淋漓尽致。 

行走在突泉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

园，远望满目苍翠，层次错落。满山的

松柏迎风摇曳、生机勃勃，好一个绿荫环

绕、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而十年前，这

里只是一片荒芜人烟、杂草丛生的荒山。

2010 年，突泉县兴泉林场响应县里造林

绿化号召，承包了这座荒山，带领一批下

岗职工，誓让荒山变绿洲。 

心中有梦就不觉苦。为了改善土壤，

他们要把原有树坑土挖出来，再用新土回

填。采取“移土供养、覆膜保温、滴灌供水、

支架固树”的科学方式，创造出当年成活

率 99% 的奇迹。在山区种树，最大的难

题就是缺水。他们先后打深水井 9 眼，铺

设地下输水管道和排洪管道，既满足了山

上各个区域的植树用水需求，也为后期养

护和森林防火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十年来，共动用土石近三十万立方

米，植树造林 1100 亩，80% 是樟子松，实

现了大批量育苗。马尾松、五角枫从示

范到推广，喜获成功；陕西的白松和美人

松、黄菠萝，也都稳定成活；同时还栽植

了黑松、梧桐、云杉等绿化树种和白皮

松、红松等名贵树种。如今的额木特山

树高草绿，鸟语花香，兴泉林场一班人用

魄力和胆识创造出治山造林的奇迹，趟

出了一条荒山改造的绿色生态之路。一

个融自然、生态、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突

泉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也由此诞生。

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休闲、游玩、度假的旅

游胜地。 

漫步公园，一条通往山顶的磐石栈

道格外醒目。据介绍，这些磨盘都曾是

民间使用过的，并非加工而成。一块儿

压一块儿，一层摞一层，如孔雀开屏般伸

展，吸引着游人的脚步。技术员孙柏忠

自豪地说 :“眼前这蜿蜒曲折一路向前的

磐石栈道，代表传统文化的提升，也是突

泉精神的体现。” 

十年的锲而不舍，苦中作乐，不但让

荒坡变得郁郁葱葱，还勘探出两处优级

天然矿泉水水源。突泉县额木特森林地

质公园自然景观由三峰两谷组成，即架

子峰、山丹峰、知母峰，芍药谷、防风谷。

在三峰两谷间，一汩汩天然锶泉矿泉水

喷薄而出，经两个国家级水研所交叉互

检三年，确认这里的矿泉水锶含量稳定，

在 0.415mg/L，偏硅酸优级，已获取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矿权拍卖竞标、中标确认

书。额木特锶泉矿泉水厂正如火如荼地

兴建。负责人车向华高兴地说：“明年，

突泉人就有望喝到家乡的锶泉水。”  

目前，突泉县额木特地质森林公园

的蒙古族餐饮、温泉洗浴、儿童乐园都在

逐步完善中。2017 年 11 月，北京市教育

学会为了加大对该市科普研学教育的发

展力度，把突泉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

作为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和科普研学工作

站。2018 年，突泉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

园也成为突泉县民营企业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教育基地，在这里建立了全县首家

民营企业党支部。 

初冬时节，大地一片静寂，可是突泉

县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希望仍然在孕

育，力量依然在积蓄。

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的绿植已覆盖山坡

额木特山与突泉县城遥遥相对

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内的磐石栈道

额木特森林地质公园的菊花展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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