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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道路千万条   接种疫苗第一条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春天的故事，不朽的传奇
——特区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孙飞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
命运的关键一招。兴办经济特区，是
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1980 年
8 月 26 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
个经济特区成立；1988 年，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立以来，
创造了永载史册的中国速度、中国
奇迹。

2020 年 10 月 14 日，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

荒牛’。”
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

1979 年 4 月，       （下转第四版）

一针一线绣出民族团结之花
——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繁荣发展

□记者 张兆琪

蒙古族刺绣产业作为科右中旗的支
柱产业，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这里，2 万余名绣娘执针持线，绣
出了新时代农村牧区的美好生活，绘出
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壮美画卷。

说起蒙古族刺绣产业，最了解的人莫
过于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
莹。她通过带领群众发展蒙古族刺绣产
业，改变了农村牧区依赖土地的传统生
产方式，加快了农牧民融入二三产业的
速度，在科右中旗大地筑起了绿色低碳
的“金山银山”。近日，记者采访了白晶
莹，跟着她的讲述“穿越”回 2016 年，从
她的视角了解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
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如何帮助各族群众
过上好日子。

所有人、一视同仁、各民族都一样……
在与白晶莹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是
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白晶莹说，科右
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发展至今已有 5 年
时间，始终遵照党的政策，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各项工作，从
未偏离主题。

积极组织——把蒙古族刺绣“做起
来”

2015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为打
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破题药方。“五
个一批”工程的第一项就是发展生产脱
贫一批，即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

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
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2016 年 10 月，白晶莹开始动员科右
中旗地区群众学习蒙古族刺绣。“首先
我是给嘎查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
妇联主任等带头人开会，动员所有有劳
动能力的人参加蒙古族刺绣培训班，无
论哪个民族，无论什么性别，无论多大年
龄，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要求他们必须参
加。”白晶莹说，这项工作用时两个月，效
果显著。

实践培训——助蒙古族刺绣“兴起
来”

白晶莹清楚地记得，蒙古族刺绣的第
一场培训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代钦塔
拉苏木开班，当地群众来了 157 人。“第
一次培训非常重要，是帮助大家培养兴
趣、建立信心的关键时刻，我从早上 8 点
一直讲到下午 3 点，还现场做了四五种产
品，希望他们都能喜欢蒙古族刺绣。”白
晶莹告诉记者，她趁热打铁，紧接着又到
巴彦茫哈苏木、好腰苏木镇等地开展培
训，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2017 年底，授课
人数 5700 余人。

采访当日，记者来到代钦塔拉苏木金
星嘎查，见到了当时参加第一场培训的

人。嘎查村民郭淑红回忆道，当听说白老
师要在苏木举办蒙古族刺绣培训班时，
她第一时间报名并且动员了嘎查 20 多名
妇女参加。“我们嘎查几乎都是汉族人，
大家对于蒙古族刺绣感触不深，刚开始
积极性不高，就想着能不能利用农闲时
间赚点钱，后来就都慢慢喜欢上这项技
艺了，现在大家都绣得可用心了。”郭淑
红说。

授课过程中，白晶莹有意培养技艺比
较成熟的带头人，最终选出 300 名，再让
他们到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扶贫车间接
受为期一个月的“特殊”培训。一个月后，
一名带头人驻扎到一个嘎查，定期培训
当地群众。到 2018 年，科右中旗参与蒙
古族刺绣人数已有 2.1 万余人。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就达不到行为规
范上的统一”，这是白晶莹始终秉承的观
点。因此，在培训中，从理论到文化、从艺
术到故事，她兼顾各个层面，教育群众如
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如何杜绝等
靠要，如何凭自己站起来，让各族群众从
内心真正认同蒙古族刺绣产业。白晶莹
总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产业是大家共同
的，基地就是大家的娘家，车间就是所有
绣工的港湾，大家都是一家人，要互相照

顾、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激发兴趣——使蒙古族刺绣“热起

来”
培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图案

设 计。2017 年 夏 天，每 个 周 末 都 会 有
三四百人来到车间排队，让白晶莹现场
给他们画画。白晶莹就会根据大家的要
求从早画到晚，每天都要画几百张，有时
甚至没时间喝水。就这样，一下子激发了
群众的兴趣。

大家拿着白晶莹画好的图案回家刺
绣，绣品完成后再送到车间。由于大家水
平有限，绣品质量参差不齐。但无论是谁
绣的，作品如何，白晶莹全部给予他们报
酬。为让群众热情不断、刺绣产业持续发
展，从 2016 年底到 2018 年 5 月，白晶莹
自掏腰包为百姓付工钱，工资不够就向
银行贷款。“刚开始我也看不出这项产业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不能向政府要
钱。”白晶莹说的每句话都很朴实。

正是这样无私的想法，才能让蒙古族
刺绣产业迸发出如今的能量。白晶莹所
面对的群体，除科右中旗各族群众外，还
涵盖了科右前旗、赤峰、通辽、延吉等盟
内外群众，中华民族一家亲，被她真正落
到了实处。

人才培养——让蒙古族刺绣“强起
来”

白晶莹培养人才分为两部分，一方面
培养大学生为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培养
绣工为艺术人才。在这个过程中，白晶莹
做到了公平、公正、合理。她将每月 15 日
作为作品验收日，              （下转第二版）

守国门
担使命

阿尔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作为服务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维护国门口岸安
全的一支重要执法力量，坚定执行捍卫国
家主权、维护口岸出入境秩序、防范和打
击非法出入境等边防检查和安全管控的
艰巨任务，并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的坚定信念，全力打牢口岸维稳
管控新格局。                        许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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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记者  薛来

从去年年底开始，基层干部潘徽明显感觉到休息的时
间变多了一点，他所在的兴安盟扎赉特旗曾是大兴安岭南
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旗县之一，2019 年 4 月退出国贫旗
县序列。

2017 年，潘徽被派到好力保镇五家子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一干就是 4 年多。“脱贫攻坚时，我们周六周日都
连轴转。”站在村里合作社兴办的扶贫车间里，潘徽如今
回望那段驻村岁月，对帮扶村民脱贫的辛劳场景仍记忆犹
新。“现在周六日基本上可以休息了。”

有了扶贫车间，村民们脱了贫，走上了小康路，潘徽才
不像那时那样辛苦了。

位于好力保镇西北 12 公里处的五家子村扶贫车间
里，十多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在干活儿，有的包装水稻，有
的筛选木耳……他们相互配合、动作娴熟。这些老人虽然
年纪较大，却个个身体硬朗。“扶贫车间流行一句话，低于
60 岁的人，请到别处打工。”潘徽言语中满是自豪。

扶贫车间为啥用的都是高龄农民？潘徽作出解释：
“老年人不便外出打工，我们就在家门口建起扶贫车间，让
高龄村民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务农、顾家、挣钱三不误。”

72 岁的于山已经在扶贫车间干了 3 年，他说：“扶贫车
间让我过上了小康生活，一年四季每天都有活儿干，我还
租出去十几亩土地，1 亩 700 元，1 年挣 3 万块不是问题。”
同村的齐忠理也是感慨万千：“我今年 71 岁，做梦都想不
到这么大岁数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这里的活儿轻松，挣钱
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

2019 年 9 月，扶贫车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23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350 平方米，购置豆油机 1 台、真空包装机 1
台。扶贫车间按照“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运营，
党支部负责政策引导，合作社负责生产技术支持，农户负
责将合作社的大豆、旱稻、水稻、杂粮转化成笨榨豆油、杂
粮包等产品，同时负责采摘鲜蘑、木耳、香瓜，并加工成各
种蔬菜干、木耳、蘑菇干等。

去年，扶贫车间在原有大豆和水稻种植加工的基础
上，新建了 10 栋大棚，发展绿色蔬菜、水果、菌类等特色种
植采摘，今年又种了 175000 棒黑木耳，进一步增加了村民
收入。村党支部还建起“爱心超市”，         （下转第二版）

全力守护人民健康
     ——前旗卫生健康系统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纪实

□张岩

这是一场新冠疫苗接种的硬
仗：截至 9 月 1 日，科右前旗新冠
疫苗接种突破 43 万剂次，接种总
剂次数达 430512 剂，最大日接种
量达到 12000 剂……中午不休息、
周末不打烊、节假日全天接种！
这一串串数据的背后凝聚着科右
前旗 2183 名医务工作者的义无反
顾、无私奉献。

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始，科
右前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健全
督导工作机制，成立疫苗接种督
查组和专家指导组，对全旗疫苗
接种工作开展重点督查和驻点指
导，下沉基层，深入一线，认真督
查，精准指导。设立 23 家疫苗接
种点、规范人员培训、合理配置医
疗救治资源，不断提升接种服务
能力和医疗保障水平，争分夺秒

开展疫苗接种，奋力构建“免疫长
城”。

“疫苗接种不打烊，接种服务
变花样”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
是全旗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从接种点不打烊到医疗专家逐户
评估，从流动服务队上门为学生、
孤寡老人集中接种到利用中医技
术免费为患者治疗高血压疾病，
使患者达到疫苗接种条件。机关
党员干部、各直属单位及医疗机
构医护人员放弃休息，放弃与家
人团聚，各司其职，节假日全天在
岗，坚守在疫苗接种第一线。

疫苗配送全天候，技术保障
到位指导。全面启动疫苗接种
工作前，前旗疾控中心对全旗有
资质的医护人员进行了专项培
训。通过新冠疫苗接种资质培
训考试 210 人，全部办理接种资
质证。               （下转第二版）

大棚葡萄采摘迎旺季
近日，科右前旗展翼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大棚葡萄开始进入

采摘旺季，工作人员正在与前来采摘的小朋友一起摘葡萄。据了解，该合
作社种植的大棚葡萄近 20 亩，亩产量可达 1100 公斤。   记者 毕力格 摄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第三十七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8
日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
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
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
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黄大年

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
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
可喜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
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
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
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

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2017 年，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吉 林 大
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
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

部 2017 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 201 个教师
团队来自全国 200 所高校，覆盖各学科
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师
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
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