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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退而不休，充满热情地为青少年讲述党史故事，传播正能量，教育引导青少年努力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就是兴

安盟关工委“五老”报告团的成员们。他们坚持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知识水平；他们不断发挥余热，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他们的故事，感动、感染着身边的很多人。

柳大海：银发映初心  宣讲育新人
□记者 秀秀  

柳大海是兴安盟关工委“五老”报告
团的十几名成员之一。他曾是一名人民
教师，对教书育人有着深厚的情怀。离开
一线工作岗位后，他认为自己应当向积极
发挥作用的老同志学习，像一块没有燃尽
的炭火那样发挥余热，作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为此，他自愿加入了兴安盟关工委，
成为“五老”报告团的一员。 

几年来，在盟关工委的组织带领下，
柳大海和其他报告团成员一道进校园、下
乡镇、走街道、入企业，结合不同主题和不
同受众开展宣讲活动。柳大海本人写出
了近 5 万字的宣讲教案和讲稿，围绕十几
个主题，先后进行了近百场宣讲，受到了
普遍好评。

讲好报告团课程是报告团全体成员
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为了使课程贴
近授众，贴近实际，特别是贴近中小学生，

柳大海认真准备每一次讲课。除了长期
学习积累，坚持阅读和查阅资料，他还坚
持走出去，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好河山、目
睹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用置身于历
史故事、红色故事发源地的亲身体验，丰
富提高自己对中华文明和红色基因的理
解、认知。

柳大海追求宣讲的良好效果，笃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的功夫和方法论。2020 年，柳大海独
自完成了 4 千多公里的海南骑行和海南
岛 9 百多公里的环岛骑行。长途骑行是
极其艰难和劳累的，但柳大海从不忘把
学习作为出行的重要一环，坚持每天记
日记，整理随笔体会。2021 年，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党
史，学习建党精神成为报告团的主要任
务。海南骑行经历的红色景区，了解的
红色故事，大大丰富了课程资源，像井冈
山根据地、平江起义旧址、大别山红色遗

迹、红色娘子军旧址、解放海南岛战役旧
址等都为讲好党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
史增添了很多鲜活而生动的内容。2021
年，柳大海再次独自完成了西北新疆自
驾行。在 1 万多公里的行程中，柳大海用
笔墨、用镜头记录了祖国西部的辽阔和
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巨大变化。回来后，他把京新高速路、
独库公路、东风航天城等见闻，结合到

《我们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一课中，使
听课授众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巨变有了更为鲜活的
认识，激发了受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的责任感。
2022 年 3 月，柳大海又一次出发，独自完
成了红军长征路自驾行。从内蒙古乌兰
浩特出发，南行 3 千公里到达江西瑞金、
于都，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足迹，过湘江、
到遵义、跨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登腊
子口，进延安吴起镇。迢迢万里路，虽然

一路艰辛劳顿，但收获令人欣慰。柳大
海说：“走长征路，是我的一个梦想。我
要把我的感受、我的经历融入课程里，要
让青少年听到更多的真实而感人的红军
长征故事，更真切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从
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怀揣走红军路的初
心，一路汲取红军长征文化滋养，柳大海
写出了《走近于都河》《湘江两岸一抺抺
红》《雄关如铁从头越》《雪域高原长征
路》《欢颜大会师》等二十多篇随笔和体
会，拍摄了近千张人物景物照片。他对
记者说，走红军路的随笔和体会经过整
理发表到网络上，几乎每篇阅读量都接
近或超过千人。

目前，兴安盟关工委“五老”报告团
全体成员，正在以集体备课和个人备课相
结合的方式认真准备主题课程。柳大海
表示要再接再厉，继续奉献余热，讲好中
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用实际行动为加
强党的理论武装作出新贡献。

谢长顺：倾情讲党史  携手沐党恩
□记者 秀秀

“宣讲到老，创新到老”，是每位兴安盟
关工委“五老”报告团成员的孜孜追求。
他们以新形势下加强理论武装工作的客
观要求为准则，不断创新宣讲形式，增强
宣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谢长顺退休
后成为一名报告团成员，这是他最光荣、
最骄傲的事情。用谢长顺的话说，“我还
有能力将自己的所学传达给更多的人。”

谢长顺的课程受众群体大部分是中
小学生，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所有的课程都围绕讲党史开展。在授
课的同时，谢长顺的要求是让青少年不仅
能熟知历史，更要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懂得珍惜，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为国
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2021 年初，谢长顺借助生活上的便利
来到上海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2 号，原名
叫老渔阳里 2 号的住宅，这里曾经是陈独
秀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本是一处很普通
的住宅，却因为 100 年前一位不平凡的人
入住而变得不平凡，因为一批中华民族的
精英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建立初心，在这里
承担使命。他们筚路蓝缕、前仆后继；他们
历经苦难，走向辉煌；他们开天辟地，让古
老的中国雄屹于世界。”谢长顺向记者提
起自己当初的感受仍然激动不已。从渔阳
里 2 号到龙华烈士陵园，谢长顺曾多次往
返于这两个地方，不停地搜集整理和这两

个地方有关的党史故事和资料。谢长顺曾
看见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农民、基层工作者
来到这些红色遗址和烈士陵园纪念碑悼念
英雄，他们还在敬献的鲜花上面系着一封
自己亲笔写给英雄的隔空信件。每一封都
是手写的，信中充满着对先烈的缅怀、对先
烈的敬仰、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现在美
好生活的赞美、对自己未来的决心和展望。
看了这些信件，谢长顺潸然泪下，他被这些
信件感动了，年近古稀之年的谢长顺就这
样蹲在地上，一封信一封信的摘录，他想将
这些信件的内容带回兴安盟，和家乡的青
少年一起分享，这样的真实感悟就是青少
年应该有的、应该学习的。

带着自己的感悟，谢长顺回到了兴安

盟。因为有了上海之行，他每次讲课时都
会很动情。学生们跟着他的讲述，也仿佛
看到了英勇就义的烈士们，为了新中国献
出的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谢长顺清晰
地记得，在兴安职业技术学院讲课时，学
生和他共唱《国际歌》，课堂氛围特别好。
学生们不仅印象深刻，也对自己的人生有
了新的反思。

“模范到老，战斗到老”，是每位兴安盟
关工委“五老”报告团成员心中的坚守。
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对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精神的敏锐性、深刻
领悟力和解读能力，用崇高的“五老”精神
彰显老同志的初心使命，在重大宣讲活动
中彰显他们的政治优势和人格魅力。

乐声悠扬绕嘎查
□记者 封玉霜    

“内蒙古，大中华为你齐
声喝彩，各族儿女心相连，
走进壮美的时代……”走进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友谊
嘎查，“逐梦乡村·我们的
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正在
精彩上演。这里鼓乐、歌声
此起彼伏，一个由农牧民组
成的天骄农民艺术团也在
为乡亲们表演着新编排的
节目。 

“其实当初成立艺术团
时，并没有考虑过多，大家
都 是 自 愿 加 入 的，几 把 凳
子，一个音箱，几只话筒，再
加上自带的乐器，这便是我
们的舞台。今天在场的 8 名
队员都是艺术团的骨干，我
们平时也会利用休息时间
聚在一起交流、创作，不仅
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展现了大家新时代农
牧民的新风采。”天骄农民
艺术团导演白山虎说。 

拉上一曲，唱上一段，大
家都沉醉在悠扬的乐声里。
别看艺术团是由村里的农
牧民们组成的，四胡、马头
琴、萨克斯、电子琴、小提琴

等各式各样的乐器却一应
俱全。每到休息日或者重要
的节日，大家都会穿上蒙古
族服装载歌载舞，活跃在乡
镇、农村牧区的文化广场、
田间地头。“我经常带着我
的孙女来看他们的表演，孩
子特别喜欢四胡演奏，每次
都会跟着音乐舞动，艺术团
的演出非常接地气，希望以
后的节目越来越精彩！”村
民段玉珍激动地说。 

据了解，天骄农民艺术
团成立至今已有 10 余年，从
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21 人，年 龄 最 大 的 将 近 80
岁。这些年来，团员们在丰
富自己的同时，还积极抓住
农闲、传统节日等契机进行
免费演出。他们汲取社会营
养，扎根农村，或是根据自己
的亲身经历再现百姓生活，
或是取材于蒙古族传统歌舞
进行再创作，为农牧民们送
去文化大餐。天骄农民艺术
团以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形
式，表演歌颂党、歌颂祖国、
歌颂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
巨大变化，为传播和弘扬少
数民族优秀文化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积极协助各镇街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 报 讯（高 婧）“大 爷，
填表了吗？我帮您看看！”
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
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点，身着
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正组织
村民排队登记。连日来，乌
兰浩特市各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组织防疫志愿者，
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
群众家中、小区出入口、社
区核酸检测采样点，到处都
可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忙碌的身影。

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
各镇街的村民群众，他们充
分利用熟悉情况、条件便利
的优势，积极协助各镇街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减轻了镇
街的工作压力。下一步，乌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
心将继续招募和组织志愿
者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
提高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助力
乌市疫情防控。

盟委宣传部综合保障中心

开展“公益电影进社区”
主题影片展映活动

本 报 讯（王 雪）为 进 一
步宣传“时代楷模”感人事
迹，不断丰富社区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5 月 10 日，盟委
宣传部综合保障中心深入
乌 兰 浩 特 市 富 民 社 区，开
展“公益电影进社区·喜迎
二十大 致敬时代楷模主题
影片展映”活动。

综合保障中心精心选取
电影《守边人》，通过光影讲
述了全国“时代楷模”魏德

友扎根艰苦偏远边境地区半
个多世纪的先进事迹，生动
诠释了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
念、献身党的事业的赤胆忠
心和高度自觉。观影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观
影，感受到平凡的事情做好
很简单，平凡的事情坚持做
50 余年却很难；要学习魏德
友这种奉献精神，不论从事
什么工作，都应该尽职尽责，
做好本职岗位的“守边人”。

近日，盟工会精心组织全盟各行各业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大力推
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在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库施工现场，焊接工人摩拳擦掌，
在焊接竞赛中展示精湛技艺，彰显新时代工匠风采。                       记者 张强  摄

5 月 11 日，乌兰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乌兰哈达
镇三合村，在育秧大棚内观察水稻秧苗的长势。据了解，大棚内共培育水稻品种 37 个，
这些品种将全部用于水稻品质改良、产量提升、生长性状等方面的实验，实验成功后，
有助于农民增产增收。在过去成功的实验中，龙阳 16、龙稻 18 等 5 个品种已占全市水
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些品种每亩能为老百姓增收 300 元以上。     记者 秀秀  摄

彰显工匠风采 栽下致富秧苗

“五老”宣讲团“点燃”新一代

·践行“四力”基层行

不动产拟登记公告
我机构拟对购房人袁德喜、赵福荣单独申请办理

沈阳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科右中旗巴

彦呼舒镇呼格吉勒社区（特伦家园 1 号楼 1 单元 302 室）

的不动产转移登记。

如对上述不动产有权利要求者公告期限内持合法

证据向我机构提出书面异议。

（详见科右中旗人民政府网不动产登记公告）

科右中旗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 年 5 月 13 日

道 歉 信
 我们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对此我们已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现登报真诚道歉，恳请公众谅

解！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严格遵纪守法。

道歉人：周树国  姚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广告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