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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我的入党故事

王玉珍：笃定前行的“科普使者”
□张强

她，坚守党员初心，用行动践行使
命担当；她，始终牢记使命，奔走在全
盟社科工作一线；她，工作踏实认真，
在岗位上辛勤耕耘……她就是盟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主任王玉珍。

联系实际，社会科学促普及
盟社科联是盟委领导下的社会科

学学术性群众团体，是盟委联系我盟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社
会科普工作既简单又复杂，我们的工
作很难被大众理解，甚至很多人根本
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的工作
是什么。”王玉珍对此深有感触，“作为
党员，我就要担负起这份责任，让更多

的人来了解社会科学，也让科学更贴
近我们的寻常百姓。”

正是因为社会科学一直以来都是
社会知晓率高但参与率极低的研究学
科，所以致力于加快全盟社科团体建
设、加强科普宣传便成了王玉珍工作的
重中之重。在她的主持与积极推动下，
截至 2021 年初，盟社科联直属社科类
社团已达 10 个，会员发展到近千名，形
成了多学科社团组织构架体系；组建了
拥有两百余人的全盟社科理论专家人
才库，其中兴安盟图书馆、内蒙古民族
解放纪念馆 2 个单位还被评为自治区
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组织开展了十四
届社科普及周活动，累计举办科普活动
700 余次，受益群众达到 50 余万人。

与时俱进，学以致用创佳绩
2009 年参加工作以来，王玉珍始

终以无私奉献的精神，默默坚守在全
盟社科工作一线，2012 年 6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之后，更是冲锋在前，团结全
盟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抓重点，破难
点。“在成为党员的那天起，努力工作
回报社会就是我心中最大的目标。”王
玉珍经常说，做社科工作要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更应树立“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的学习态度，常怀“空杯”
心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
开拓新视野，唯有如此，才能紧跟时代
的步伐，从容应对新挑战，肩负起自身
的职责使命。在她的积极协调和推动
下，我盟社科研究工作推出了一大批

对兴安盟发展有指导性、前瞻性和可
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大批研
究成果在全区获奖，填补了我盟多年
来在全区社会科学基金研究类重点项
目领域的空白。

2012 年至 2018 年，王玉珍连续七
年被评为自治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政
务信息、舆情信息优秀个人。2020 年
7 月，她被盟直机关工委评为兴安盟直
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好成绩的背后
自然是她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前不久，
她又被抽调到盟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
指导组工作。“我会要求自己不断进
步，时刻铭记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真正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王玉珍说。

彭国庆：实干担当的“第一书记”
□张强

“咋了，张叔？上次的事，不是说
好他们给你补偿 1000 块钱吗，还没给
吗？你等我，我马上到。”接完电话，彭
国庆交代了几句便急匆匆地走了。在
和彭国庆的交谈中，采访多次被电话
铃声打断……像这样忙碌的工作场景
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个 30 多岁，看
起来低调内敛，又让村民们信赖有加
的汉子，就是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新
华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国庆。

砥砺前行，为民服务初心不改
彭国庆是一名退伍军人，2003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 年 3 月份，秉
承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彭国庆临危受
命，成为新华村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他

还担任太本站镇司法所所长，负责全
镇的司法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就是我的工
作。”彭国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就拿当天给彭国庆打电话的“张
叔”来说，他是新华村的村民，之前把
自己家的地租给了同村的人放牛，转
年需要种地时，发现土质被牛破坏严
重，影响庄稼种植。一气之下，他找
到了彭国庆。经过彭国庆耐心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但是赔偿始终没有到
位。这次，彭国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协商。

像这样处理村民的日常小事，已
经成了彭国庆的工作常态。独身老
人家里有了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小彭”；村民家里有点好事，也要和
彭书记分享。不仅如此，新华村 71
岁高龄的村民韩桂兰因先天残疾，行
动不便，不仅经济上拮据，生活环境
也相对较差，彭国庆一有时间便到老
人家中帮忙打扫卫生、整理院落，还
经常带着老人去医院复查。

“我们的彭书记有求必应，带着我
们积极向上，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主心
骨。”彭国庆的付出，乡亲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

坚定信念，致富路上披荆斩棘
上任之初，为了尽快了解情况，彭

国庆不分日夜，踏遍新华村每家每户
的门槛，用耐心和真诚一点儿一点儿
地“磨”，带领大家走上脱贫致富路。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力臣

家始终牵动着彭国庆的心。王力臣
的老伴儿身体残疾无法正常行动，家
里种植韭菜后，由于销售渠道少，大
量滞销，王力臣又着急又上火。彭国
庆立刻和村“两委”协商，利用微信
群、抖音等新媒体宣传形式为新华村
的韭菜做宣传，并联系各大超市、蔬
菜市场，拓宽了销售渠道，帮助王力
臣 打 开 了 销 路，坚 定 了 他 生 活 的 信
心。

村民们都说：“彭书记不管大事小
情都亲力亲为，帮老百姓解决了很多
实实在在的事，真是党的好干部。”对
于村民的夸赞，彭国庆只是淡淡地笑
着说：“这只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做
的。既然选择了，就要无怨无悔地干
下去！”

傅旭：为民解忧的“大堂经理”
□张鑫蕊

最美红城人、三八红旗手、优秀公
务员、服务标兵、先进个人，很难想象
这些荣誉和称谓都属于一个人，而这
人就是乌兰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
记注册股股长傅旭。

在乌兰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市场监督管理局总能看见她，一手拿
手机一手拿平板电脑，帮助群众办事。
当有人在自助服务区填写表格的时

候，傅旭会主动前去用自己的手机为
其操作身份登记验证和经营者个人身
份确认业务，还为不会写字或年龄偏
大的人填写申请表。

忙碌的身影“切换”在窗口与自助
服务区之间、“飞快的指尖”提高了群
众的办理效率、耐心的指导减少了群
众的办理成本、亲切的笑容安抚了群
众焦急的心态，每天近百件业务，不厌
其烦地答复着办事群众的各种咨询，
来到窗口最早的是她，下班回去最晚

的也是她，窗口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
她为“大堂经理”。

有一次，一名男子拿着营业执照和
房屋租赁合同及不动产证复印件给她，
因为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其他工作人员
都不能明白他的需求，只有傅旭通过细
致的观察，明白了他的来意，“您是要
办理个体户经营地址变更业务吧？”傅
旭问道，这名男子点了点头，她把这名
群众扶到休息区坐下，回到窗口要求窗
口工作人员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同

时为这名男子拿了一张个体工商户变
更登记表并帮助其填写、做人脸识别，
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并且当
场出照、发照。当这名男子拿到营业执
照的时候，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表示着感
谢，并送来了感谢信再次表达谢意。

在日常工作中，傅旭始终坚持严
于律己、廉洁自律，把公仆意识、服务
意识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保持严谨、
细致、扎实、求实的工作态度，始终用
一名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乌市社保局深入社区集中整治
环境卫生

4 月 17 日，为 了 提 高 社 区 居
民生活质量，营造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乌兰浩特市社保局以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为契机，精心组
织，迅速行动，深入包联社区开展
政策宣传、环境卫生集中整治等
活动。                         （朱蕙惠）

“党史百年”主题绘画书法展
拉开帷幕

4 月 21 日，科右前旗社区管理
服务中心札萨克图社区与旗外事
办联合举办“党史百年”主题绘画
书法展，激励广大居民群众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的感悟，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进行书画创作，以丹
青书写党史百年风华，从历史中汲
取精神力量。               （冯维维）

扎旗公安局二龙山派出所开展
执法业务知识学习

为进一步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近日，扎赉
特旗公安局二龙山派出所组织全

体民警利用每周五下午的时间，开
展系统性的执法业务学习，把深入
学习执法办案作为执法规范化建
设的工作重点，作为加强民警执法
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李贺）

扎旗看守所加强民警八小时外
管理

为加强监管队伍管理，培养监
管民警良好作风，塑造监所民警良
好形象，预防监管民警违法违纪，
扎赉特旗看守所通过加强思想教
育、深化制度管理、建立谈心制度
等措施，狠抓监所民警八小时以外
管理工作。                   （李春雨）

乌市都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
开鼠疫防控培训会

4 月 22 日，乌兰浩特市都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鼠疫防控培
训会，中心医护人员及所属辖区医
疗机构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并进行
了接诊鼠疫疑似患者的实操演练。
通过培训，中心及所属辖区医疗机
构为下一步防控防治鼠疫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敬华）

盟文化旅游体育局
召开2021年度
兴安盟涉旅企业恳谈会

本报讯（记者 秀秀）4 月 20 日
上午，盟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召开
2021 年度兴安盟涉旅企业恳谈会，
全面贯彻落实盟委、行署大力支持
旅游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推动我盟
旅游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盟金融
办、内蒙古银行、盟文化旅游协会
及盟内外各涉旅企业等 107 家单位
参会。 

会议就盟旅发委成立以来金融
支持旅游业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
通报，并对兴安盟旅游企业如何做
好信用体系建设获取更多的金融
支持提出发展性建议。内蒙古银
行兴安盟教育支行就兴安盟金融
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开创性旅游
产品——兴安盟旅游卡进行推广讲

解，受到了与会涉旅企业的一致好
评。同时，19 家涉旅企业根据自身
的发展情况、领域特点进行了推介
和畅谈，分析了当前兴安盟文化旅
游市场和涉旅企业存在的主要问
题，对兴安盟文化旅游市场提出了
发展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各涉旅企业要多措
并举推动旅游业稳步复苏，在落实
好《兴安盟扶持旅行社发展实施方
案》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发力，在基
础建设方面实现突破；坚持问题导
向，解决旅游业发展堵点难点。同
时，要求各涉旅企业，要深度挖掘
兴安盟的红色旅游资源，把握好建
党 100 周年的良好契机，让兴安盟
的旅游业大放异彩。

携手共奔致富路
□张强

“咩咩咩……”还没进院，远远地就
听见羊舍里的羊兴奋地叫着，门口成群
的大公鸡抖着威风，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62 岁的彭金荣正忙着给她的
羊喂饲料。“老头下地干活了，这些宝贝
疙瘩可不能饿着。”彭金荣手里忙着，话
语里满是掩饰不住的高兴。1000 余平方
米的大院，70 多平方米的住房窗明几净，

根本看不出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
子。

说话间，彭金荣的老伴儿、66 岁的张
文军干完农活回来了。

在和老两口的攀谈中了解到，66 岁
的张文军和 62 岁的彭金荣是同村，双方
老伴儿都因病过世，又同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在国
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帮助下，他们在 2019
年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俩人也“情

投意合”地走到了一起。
“去年，我们在合作社技术员的帮

助下，在自家 12 亩地里种了黄瓜。从
合作社购买服务，从种到收基本不用自
己操心，一年到头，收入能有 3 万多块
钱呢。”张文军高兴地介绍说。今年，
老两口又在自家院里搞起了养殖，集中
精力发“羊”财。元旦刚过，老两口以
2700 元一只的价格购置了 10 只母羊，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已产下了 11

只小羊羔，就在前不久，卖掉了其中 5
只小羊羔，获得近 5000 元的收入，说到
这儿，老两口乐得合不拢嘴。“感谢党
的好政策、驻村领导对我们的帮助，现
在的日子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张文
军激动地说。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种好地、养
好羊，共同携手在幸福道路上越走越远，
是老两口心中最大的期盼，对于今后的
生活，他们信心满满。

乌市加快水稻种植品种统一步伐
本报讯（吴向东）为促进农业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质量兴农、
品牌强农，打造兴安盟大米区域品
牌，2021 年，乌市计划统一种植水
稻品种面积达 10 万亩，每亩补贴
20 元。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乌
兰浩特市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为
目标，大力推广优质、高产、抗病新
品种，加快水稻种植品种统一步

伐，采取补贴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及种植大
户为重点，辐射带动一般农户的方
式，大面积推广适合乌市种植的水
稻品种。今年补贴品种为适合本地
种植的五优稻 4 号（稻花香 2 号）、
龙洋 16、龙稻 18、齐粳 10、初香粳 1
号、苗稻 2 号。项目实施后，乌市水
稻单产水平将不断提高，良种覆盖
率得到大幅提升。

阿尔山“农商银行杯”
书法美术摄影大赛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刘丹）近日，由阿尔山
市文联主办，阿尔山农商银行提供
支持的“农商银行杯”书法美术摄
影大赛作品展开幕式在阿尔山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全
国各地多位艺术家的关注和支持，
全市书法美术摄影爱好者踊跃投
稿，创作出多个优秀的文艺精品力
作，以艺术家的视野反映阿尔山春
夏秋冬完整的生态面貌，折射阿尔

山市坚决推动绿色优先、高质量发
展的生态文明实践成果，为阿尔山
市旅游文化发展泼墨添彩。

据了解，大赛共收到书法作品
205 件、美术作品 110 件、摄影作品
270 件。最终评出书法获奖作品 17
件，入展作品 23 件；美术获奖作品
7 件，入展作品 14 件；摄影获奖作
品 12 件，入展作品 20 件，所有作品
均在阿尔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集
中展出。

乌市胜利街

组织开展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张强）为强化国家安全

教育，增强党员干部职工的政治意
识、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日前，乌
兰浩特市胜利街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乌兰浩特市胜利街组织专职网
格员联合辖区“善举善美”关爱团，
组织楼栋长、单元长对辖区住户开
展反恐防范宣传，切实提高防范恐
怖袭击和自救互救能力。与此同
时，胜利街办事处全体党员干部开
展专题学习，认真学习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国家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加深了大家对于国
家安全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胜利街办事处还组织机关干

部、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深入到众多
人流密集的场所开展国防安全教育
宣传。设立国家安全知识图版 2 块，
悬挂宣传条幅 2 条，发放宣传图册
137 份，对流动居民共计 200 余人进
行了反恐知识宣传。本次活动采取
面对面宣传的形式，向过往居民展
示了安全常识、反恐防暴常识，力图
将“反恐工作”深入到社区，提高居
民发现、举报可疑行为的意识，共同
打造安定祥和的家园。

“今后，胜利街还将继续大力开
展反恐防范宣传，增强居民识恐、
防恐意识，将国家安全铭记于心，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反恐斗争工作
中来，共建平安红城。”胜利街党工
委副书记沙云鹏说。

农忙四月天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4 月 20 日，在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白

俊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施肥起垄机正在田间地头工作。调试好的机器可以
进行深施肥，省时省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浪费。据了解，合作社今
年共流转近 7000 亩土地，将种植玉米、花生、黄瓜等农作物，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张强  摄

南果北种硕果飘香
日前，记者来到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大棚内，一串串百香果

挂满枝头，南果北种示范大棚的负责人吴国强正在剪枝。吴国强表示，近几年
人们对百香果的熟知度越来越高，前来采摘的人也多了起来。吴国强告诉记者，
百香果的采摘期比较长，每年除了 5 月和 6 月，都有果实成熟。 记者 秀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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