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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变革”——
—内蒙古
草原儿女唱响新时代最强音
特稿
EGAO

改革开放 40 年
“印记”
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 （记者 张鑫）为充分展
示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光辉历程、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和引导各族
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
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高校
工委、自治区国资委、武警内蒙古总
队、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伟大的变革——
—内蒙古自治区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群众大合唱”于 12
月 15 日下午 3 点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现场，由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
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企业员工等组
成的 16 支合唱队激情澎湃，演绎了
一首首经典歌曲，以嘹亮的歌声传递
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小康的坚定
信心，倾情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对
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在演出大厅，各参赛队伍引吭高
歌，大合唱《春天的故事》
《不忘初心》
《草原儿女心向党》
《金梭银梭》
《阳光
路上》
《歌声与微笑》 等经典歌曲，充
分展现了草原儿女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砥砺前行的责任担当
精神。
演唱中，合唱队员们个个精神抖
擞，用豪迈的激情、整齐的服饰、饱满
的热情、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党的无
限忠诚，对事业的诚挚热爱，对祖国
的美好祝愿，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满腔豪情，台下掌声雷
动，各合唱队精彩的表演，让广大群
众对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备感自豪。
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的合唱《不忘
初心》，唱出了草原儿女对党、对伟大
祖国的无比热爱，展示了草原儿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的
坚定信念。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一首《草原

儿女心向党》，歌颂了草原人民的爱
国情怀，充分体现草原儿女心向党、
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演唱的《金梭银梭》歌曲是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广泛传唱的一首经典励
志歌曲，歌曲以歌声激励人们珍惜时
光，奋发向上，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
歌曲。金梭银梭，岁月匆匆过。改革开
放，
日新月异，神州大地处处奏新歌。
歌曲《金梭银梭》重温了改革春风拂
过神州大地的群情振奋。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一曲
让现场观众真切
动人的《阳光路上》，
感受到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阳光之路上的幸福与自豪。在阳光
路上，我们勾勒出一幅改革开放的蓝
图；走在阳光路上，我们感受一个民

族滚烫的血脉；走在阳光路上，我们
迎着朝阳，铺开七彩画卷；走在阳光
路上，我们迎着未来，续写华丽篇章！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一曲
《我们的新时代》，唱响内蒙古电力工
人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治企兴
企、时不我待的信心和决心。
16 支合唱队纵情高歌，以嘹亮
歌声传递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小
康的坚定信心，
倾情表达对党的无限
热爱，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不断书写改革
开放新传奇，唱响草原儿女“建设亮
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
最强音。

要
要要

“智志双扶助脱贫”
项目启动

内蒙古出版集团首批捐赠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14 日下
午，由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直属机
关青联、自治区派驻卓资县脱贫攻坚总
队、卓资县委政府主办的“智志双扶助
脱贫”项目启动暨内蒙古出版集团图书
捐赠仪式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举行。内
蒙古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双龙，
内蒙古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
涵，集团工会主席孟和，自治区派驻卓
资县脱贫攻坚总队副总队长李俊，内蒙
古直属机关团工委书记、青联主席葛智
敏以及区直机关青联部分委员出席启
动仪式。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区直机关青联的职能及行
业优势，引导区直机关更多的青年干部
职工、青年志愿者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脱
贫攻坚行动中，在自治区派驻卓资县脱
贫攻坚工作总队积极协调下，内蒙古直
属机关青联联合自治区派驻卓资县脱
贫攻坚总队和内蒙古出版集团共同在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实施“智志双扶助脱
项目。本项目将利用两年的时间，为
贫”
卓资县各中小学进行教师队伍培养，逐
步建设“书香校园”
“数字校园”
“ 健康校
园”和“家长学校”
;为中小学中的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留守儿童等提供学生素
质教育、艺术修养及安全知识等互动教
学;并为县域内其他需要扶助的群体提
供文艺惠民演出、科普知识宣传、健康

特别报道

科普知识讲座和义诊等服务。
内蒙古出版集团自成立以来，年均
出版量保持在 3400 种左右，出版了大
量蒙汉文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
物。集团还承担着内蒙古及北京、河北、
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八省区蒙古语授课
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任务，是我国唯
一的蒙古文教材建设基地和出版基地。
作为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始终坚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中
央、自治区的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发挥文化在脱贫

TEBEIBAODAO （2 版）

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光草原”系列之——
—

记忆中的经典地标

册图书情暖卓资县

攻坚工作中“扶志”
“扶智”作用，推动贫
困地区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全面提升贫
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近年来，出版集
团已向全区贫困、边疆旗县所在的学
校、社区、军营、企业、农村、牧区等捐赠
书刊等文化产品累计 1000 余万元，累
计培训教师超过 10 万人次，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文化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为文化“扶志”
“ 扶智”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内蒙古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曾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扶贫先
扶智，治穷先治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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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小岗”再出发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更承载着万千家庭
“学习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
嘱托。此次活动最初由内蒙古出版集团
发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
过多方努力今天在卓资县启动，希望通
过活动坚定广大贫困学生生活信心、树
立远大抱负，
早日摆脱贫困这一短暂现
实。
曾涵说：
“ 此次图书捐赠活动出版
集团向卓资县二十四所各级各类学校
首批捐赠 10000 册价值近 40 万元的
图书，希望这些图书能够 给 卓 资 县 的
孩子们带来帮助。正如梁启超先 生
所讲‘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
智 ’，如 果 集 团 所 捐 的 图 书 能 在 帮 助
孩子们启迪智慧、树立远大志向 上
起 到作用，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奋发
向上，学好本领将来回报家乡，就真正
实现了出版集团通过文化进行‘扶志’
‘扶智’的初衷。”
后续内蒙古出版集团还会在教师
培训、数字校园推广、地区文化的发掘、
保护、传承、推广等多个领域对卓资县
进行扶持。同时，出版集团也将会同直
属机关青联、自治区派驻卓资县脱贫攻
坚总队一起，发动、整合更多的社会资
源，共同推动“智志双扶助脱贫”项目在
卓资县的实施，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
战，助力卓资县早日完成脱贫任务发挥
更多、更大的作用。

ZHENGJING

乌兰牧骑 精神

“红色文艺轻骑兵——
—
乌兰牧骑图片展”开展
本报讯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
牧骑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乌兰牧骑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增强文化自
觉，推动文艺创新。12 月 4 日，
“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
兰牧骑图片展”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一楼展厅开展。
《中国文化报》 曾刊文指出：
“乌兰牧骑在这里孕育
成长——
—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为解决边疆牧区
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难题，邀请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馆（原内蒙古自治区群众艺术馆）馆长于春斋、
《鸿嘎鲁》
主编达瓦敖斯尔、
《鸿雁》主编刘英男和图布新等人召开
座谈会，与会人员提出建立一支既能演出小型文艺节目
又能为牧民提供多样化文化服务的基层流动文化宣传
队——
—乌兰牧骑的方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根据这个
方案，将乌兰牧骑的试点选择在苏尼特右旗，并由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馆的达瓦敖斯尔、刘英男同志任试点小组
组长，于春斋、图布新、张敏先后参加了试点工作。在乌
兰牧骑成为专业文艺团体以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一
直承担着其培训、辅导工作。可以说，正是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馆，孕育了我国文艺战线的这面红旗。”
本次展览共分为红色嫩芽花开草原、亲切关怀茁壮
成长、
指引方向再谱华章三个单元，通过 90 多幅图片展
示了乌兰牧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下，不断成长
壮大的过程；展示了乌兰牧骑开展演出、宣传、辅导、服
务的场景及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展示了乌
兰牧骑在习总书记回信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焕发出
的新面貌、新气象。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
信一周年之际，
“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图片展”
走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让群众更加了解了乌兰牧骑
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推动文艺创新，为人
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精神。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馆作为乌兰牧骑孕育者的责任担当，是乌兰牧骑精神弘
吕伟
扬的一种实践尝试！

启动并编译出版 18 部蒙古文志书
内蒙古地方志事业发展惠泽千秋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13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孙利
剑、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何文俊、地方志办公室
副主任查干浪涛、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孟秀芳出席本次
发布会并介绍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区地方志事业发展
所取得的成就。
发布会上，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孙利剑介绍，
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懈努力，全区地方志工作取得
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
显著成就，志鉴编修成果丰富，
全区首轮修志目前已全部结束，第二轮修志已经启
动。全区共编纂出版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地方
志书约 300 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专题志、乡镇
（街道）志、村（社区）志 900 多部，地方综合年鉴 300 多
部。此外，编辑出版其他地情文献近千部。这些志书与现
存的旧志及其整理成果，共同构成了一座地方志资源宝
库。
目前，全区已建成方志馆 9 个，其中，盟市级方志馆
（库）3 个、旗县（市区）级方志馆（库）6 个。内蒙古方志馆
正在建设中。顺应“互联网﹢”
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地方
志系统信息化建设，建成“内蒙古区情网”汉文版、蒙古
文版、
手机版；建成方志内蒙古微信公众号、方志内蒙古
手机报多媒体平台；建成地方志在线编纂系统、地方志
多功能数据库、地情网信息集群，与全国地方志系统及
各委办厅局和各盟市网络实现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方志工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
与此同时，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成效明显。完成了
《绥远通志稿》等 30 多部旧志整理出版工作，抢救了大
量珍贵历史资料，更好地延续了历史文脉。拍摄《方志内
蒙古》专题片，在内蒙古电视台陆续播出，集中宣传和展
示了内蒙古丰富的方志文化和地情文献资料。全面启动
并编译出版 18 部蒙古文志书。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库
伦旗茫汗苏木、奈曼六号农场入选中国名镇、名村志工
程。启动《内蒙古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开展口述史征
访挖掘工作等，地方志资源得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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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经济
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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