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子军

张灯结彩迎新岁，花鼓秧歌庆丰
年。从东海之滨到西域大地，从平原旷
野到雪域高原，非遗年俗活动为千家万
户带去“年味”，厚植幸福底色。

非遗“溢”馥郁年味，涵养家国情
怀。吹糖人、剪窗花、做宫灯、蒸花饽
饽，腰鼓、秧歌、社火、剪纸……全国各
地“非遗过大年”各显神通，为广大群众
烹制色、香、味俱佳的文化大餐。异彩
纷呈的非遗技艺，勾起人们心中最为浓
郁的年味，更让人从一针一线、一笔一
画中触摸到留存千年的家国情缘。

非遗“绘”美好年景，赋能乡村振
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非遗保护、传承与利用，各地在脱贫
攻坚实践中，依托各类非遗项目，大力

推动文化扶贫，设立非遗工坊2310个，
带动46.38万人就业，带动20万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贫。民俗与文化交融、传统
与现代交响，“非遗过大年”助推非遗热
兴起，从“非遗+扶贫”到“非遗+小康”
再到“非遗+振兴”，传承非遗技艺，弘扬
民俗文化，促进创业就业，拓展致富路
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绘画未来
更美好的幸福新图景。

非遗“藏”喜乐年趣，添彩春节生
活。中国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万千“非遗”积淀
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春节是中
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本身就是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幅年画、一
副春联、一盏花灯、一方剪纸、一台木偶
戏，非遗文化刻印着前行的历史年轮，
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个夫妻和睦、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人生旅途上的
靓丽风景，更是人在身心疲惫时的心灵港湾，它可以令
人愉悦身心、容光焕发，更可以激励人奋发向上、努力工
作。东胜区公安分局就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这
个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人事迹，但是夫妻二人从
1997年相识相恋至今 25载风雨同舟，无论是在生活中，
还是在工作上，他们互敬互爱、孝敬老人、积极进取、爱
岗敬业，共同构建了一个文明和谐的家庭。齐智辉和陈
利家庭，2021年获评第三届全市文明家庭。

齐智辉曾是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选调的优秀大学
生，有着20年警龄，现任东胜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教
导员。自2001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扎根在基层派
出所，他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一心扑在工作上。2020年6

月，因为工作需要，调整到东胜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工作。妻子陈利体谅他工作的繁琐与辛苦，她动情地说：

“因为是警察，他在新婚不到两个月，就扔下我，匆匆来报
到上班；因为是警察，他有家不能回；因为是警察，由于超
负荷的工作，他的皮鞋不知跑坏了多少双；因为是警察，
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结婚6年，却几乎日日住在简陋
的办公室里。”就是这样的艰苦日子，丝毫没有减少齐智
辉对公安事业的热爱，硬是从当年那个刚来东胜，连方言
都听不懂的小伙子，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了领导岗
位。虽然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但他依然会和同事们一起
去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依然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领民
警一起到辖区贫困户居民的家中嘘寒问暖；依然会准时
出现在安保执勤的会场上。几年间，齐智辉先后5次荣立

个人三等功；荣获全市十大防范能手、公安业务能手、优
秀公务员、东胜区优秀政法干警等称号，并且被选入东胜
区分局首次创建的人才库。

陈利，曾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工作，是有着 8 年教龄
的人民教师。为了方便照顾工作繁忙的丈夫，也为了
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2008 年，陈利放弃高校教师生
涯，从包头来到东胜区公安分局工作，成为一名基层普
通民警。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从人民教师到人民警
察，陌生的工作、陌生的环境，成为挡在陈利面前一道
必须要跨过的坎。陈利没有退缩，从最初对公安工作
不熟悉到现在的行家里手，转眼过去了 13年。在出色
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专业
优势，协助领导开展各项警营文化活动。先后策划开

展了“送清凉·暖警心”活动，坚持“以警为本”，用心爱
警、用情暖警，全力把从优待警工作做细做实；“情暖重
阳·感恩父母”主题党日活动，以家风教育助推警风转
变，进一步打造和谐警营、温情警队。编订印制教育整
顿读本《古今廉政文化人物典故 30例》、精心筹备庆祝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红歌网络联唱活动，受到各级
领导和同事们的广泛好评。在繁忙的工作背后，她扛
起工作和家庭的重担，把工作与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陈利两次荣获嘉奖，先
后被评为东胜区优秀团干部、优秀公务员、东胜区公安
分局优秀党务工作者。

他们用质朴的行动印证着不变的爱，他们用平凡的
点滴传递着爱的真谛。 （市文明办供稿）

□倪倩

作为一名个体工商户，她始终坚守诚信
经营的理念，做人以诚实、善良为本。在她看
来，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的品质，她的事业才
会长远，她的人生才会精彩。她就是杭锦旗
嗨佳生鲜超市负责人刘兰艳。

2014 年 10 月 1 日，刘兰艳在杭锦旗锡尼
镇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超市，取名“兄弟蔬
菜”，不到200平方米的店面里只有四组货架、
一个秤盘，店面虽小，但被她打理得井井有
条。她总会挑品质最好、性价比最高的商品
推荐给顾客，长此以往给顾客们留下了“很实
诚”的印象。正是因为刘兰艳诚信对待每一
位顾客，顾客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红火。
2018年9月，刘兰艳在胜利小区门口开了第二
家“兄弟生鲜店”，并于次年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嗨佳生鲜”，紧接着又在海昌小区开了第
三家连锁店。

质量为上，诚信经营。刘兰艳深知，要想
经营好三家连锁超市，必须以诚信为本。她
在进货这一环节，质量把关非常严格，从未销
售假冒伪劣或者过期食品，也从未发生过因
质量问题退货的事件。

随着店面越做越大，刘兰艳心里萌生了
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力所能及地去帮助身边
的困难群众。疫情期间，在消毒液紧缺的情
况下，她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购了100件
消毒液，第一时间赠送给学校和一些重点抗
疫部门。每年“六一”儿童节，她都会给锡尼
镇实验小学免费赠送水果、矿泉水等食物。

刘兰艳诚信经营，热心公益，更希望通
过自己身体力行去带动更多的人坚守诚信
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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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智辉陈利家庭：24载风雨同舟共建文明和谐家庭

特色“非遗”添了年趣、浓了年味

康巴什讯康巴什讯 今年春节今年春节，，康巴什区康镇康巴什区康镇
又玩儿出了新花样又玩儿出了新花样，，景区内张灯结彩景区内张灯结彩，，处处
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在这里从大年初一至十五在这里从大年初一至十五，，有丰富有丰富
多彩的年俗活动多彩的年俗活动。。白天白天，，一起欣赏晋陕一起欣赏晋陕
蒙民俗荟萃演艺蒙民俗荟萃演艺、、看九州非遗绝技赤脚看九州非遗绝技赤脚
踩大刀踩大刀、、探秘元宇宙网红小镇探秘元宇宙网红小镇，，还能一睹还能一睹
国家级非遗国家级非遗———抬阁表演—抬阁表演，，绣楼招亲绣楼招亲、、水水
浒笑传浒笑传、、凭栏乐舞分分钟带你现场感知凭栏乐舞分分钟带你现场感知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晚上晚上，，夜游网红夜游网红 99DD天幕天幕、、加加
入热闹的篝火晚会……入热闹的篝火晚会……

美食美食、、游乐游乐、、年俗活动满足吃喝玩乐年俗活动满足吃喝玩乐
购购一站式体验让很多康巴什居民在这一站式体验让很多康巴什居民在这
个春节有了新的游玩选择个春节有了新的游玩选择，，感受新春的感受新春的
温暖温暖。。 （（刘宏宇刘宏宇 武娜武娜））

春节前夕春节前夕，，李琳公益慈善李琳公益慈善
基金会成员带着大米基金会成员带着大米、、白面白面、、对对
联联、、窗花等年货窗花等年货，，来到伊金霍洛来到伊金霍洛
旗伊金霍洛镇赛乌聂盖村一旗伊金霍洛镇赛乌聂盖村一
社社、、二社和桃林村三社二社和桃林村三社，，为村为村
民们送上了节日的问候民们送上了节日的问候。。

20212021 年年，，李琳公益慈善基李琳公益慈善基
金会为赛乌聂盖村两户村民新金会为赛乌聂盖村两户村民新
盖了价值十几万的羊圈盖了价值十几万的羊圈，，支持支持
村民通过扩大养殖业来发家致村民通过扩大养殖业来发家致
富富，，发展经济发展经济。。 贾桂萍贾桂萍 摄摄

康巴什区康镇康巴什区康镇：：春节游园春节游园““虎虎””力全开力全开
从兄弟超市到嗨佳生鲜

刘兰艳的诚信经营之路

诚信建设万里行

□刘蕾

靓丽整洁的街道、意气风发的市民、文明和谐
的社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这座温婉宜居的魅
力新城，由高原“煤城”蝶变而来，文明城市创建让
这座城市焕发出属于新时代的“文明光彩”。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站在薛家湾镇南山公园顶点俯瞰整个城
市，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一幢幢高楼整齐排
列，绿地、花丛均匀点缀在城市间，一座美丽、宜
居的现代化新城映入眼帘。

近年来，准格尔旗不断加大城市建设力度，
以建设 4A级旅游城市为目标，通过老旧小区改
造、强化城市治理、美化绿化等一系列措施，实
现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2021年以来，按照“宜草则草、宜树则树”的
原则，准格尔旗大力实施了薛家湾市政街头和
道路节点提升改造、湖东湖西片区景观绿化、园
林苗圃改扩建等8项园林绿化新建工程。

2021年，全旗新增绿地面积21.43万平方米，
新增提升改造面积20.94万平方米；栽植各类乔木
1566678 株、各类花冠木 53347株、草花 1107780
株、羽衣甘蓝50000株；铺设及补植草坪12482平
方米；市政区摆放盆景和花箱550余组。截至目
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达43.96% ，绿地率达到
42.47%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9.43平方米。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造福人民群众的民心
工程，也是改善城市面貌的民生工程。近年来，
准格尔旗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通过翻新外
墙、硬化路面、增设绿地、施划停车位，让老旧小
区焕发了生机。在薛家湾镇蓝天街道白云社
区，“网红”停车位、节气主题彩绘石墩、荧光彩
绘墙，雅致整洁的雪梅里邻里广场……都在诉
说着改变。

一个城市，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准格尔旗
狠抓城市精细化管理，把全面提升城市形象作为
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抓手，重点抓、常态抓，“堵
疏”结合，开创城市管理新局面。按照“四不三

定”原则打造薛家湾镇便民夜市小吃街4条，既全
了城市的“面子”，又护了摊贩的“钱袋子”。加强
对严管街、示范街、城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
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六乱”现象的整治。2021
年，累计纠正和查处占道经营、流动商贩、“三乱”
广告等市容违规案件 48000 余起；新增、补划
15000个机动车停车位，200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车辆停放秩序更加规范。小商小贩不乱摆
摊，车辆停放有序，辖区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成为市民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接近午时，薛家湾镇湖东智慧公园，三三两
两的人群或沿路漫步，或桥边闲逛，孩子们在滑
梯上、秋千上、攀爬架、沙坑里开心玩耍。

新落成的湖东智慧公园建设面积 6.9 万平
方米，建设、绿化工程及配套设施共投资2400万
元，是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全新活动场
所，能实现与游人互感、互知、互动，既有绿意盎
然的自然空间，又富有高科技的魅力。同年，准
格尔旗工人文化宫投入使用，为居民提供了健
身康养、休闲娱乐的新选择。公园绿地、功能场
馆的进一步建设，对健全城市功能，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发展了，提高城市生活便民度，也是完
善城市功能应有的内容。准格尔旗不断创新便
民利企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向标准化、规范
化、便民化方向迈进。

2021 年，准格尔旗以政务服务“三集中、三
到位”为抓手，推动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
门”。目前，全旗共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单位 34
个，进驻政务服务事项 802 项，实现了“应进必
进”。全面推行“蒙速办”，全旗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可办率达到96.33%，截至目前，全旗“蒙速办”
APP下载注册量达到6.8万人次。

文明花开香满新城

近年来，准格尔旗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在贯穿融入、落细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推进德善准格尔建设。持续开
展“做文明有礼准格尔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常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光盘行动”和倡导使
用“公筷公勺”的教育实践活动、文明交通绿色
出行”行动等宣传教育活动，用理念规范行为、
用行为引领文明，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1 年以来，准格尔旗交管大队重点对机
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
翻越护栏、不走人行横道；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
信号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以及“一盔一带”进
行管理，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静态动态交通秩
序。全年共增设缉查布控系统、闯禁行系统、电
子警察抓拍系统、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法抓拍
系统等 17 处，薛家湾镇区施划交通标线 36775
平方米、震荡标线 5205平米，铲除旧标线 14141
平方米，更换并安装护栏 1664米。对薛家湾镇
区白云路白云商场门前、开源路商业楼门前等
占道经营路段进行常态化执法巡逻，全面清理
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实现了道路交通畅通、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2021年，准格尔旗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为阵地，探索建立部门“主建”实践中心“主
战”，宣传部、文明办牵头抓总的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工作机制，通过实施“礼让交通劝导”“青感
恩 学孝道”等 27个志愿服务项目，着力解决文
明交通、文明餐桌、假期作业辅导等一系列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导广大青
年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中，推动全旗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品牌化、常态化。

截至目前，全旗注册志愿者人数达54899人，
其中五星级志愿者123人，志愿服务组织160个。

文明城市创建，既要体现过程，又要体现结
果。准格尔旗将继续坚持“创建利民、创建便
民、创建惠民”的根本原则，创造更加便捷舒适
美好的家园，续写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新篇章。

准旗薛家湾镇：城市蝶变文明花开

文明家庭风采展

前不久，在鄂
尔多斯青铜器博
物馆举办的“非遗
文化过大年 传统剪
纸迎新春”新年特
别活动，契合了《永
远跟党走——百年
党史剪纸作品展》
展览形式，将传统
剪纸艺术与现代文
化相结合，让青少
年们既能学到传
统手工艺技能，又
能深入了解传统
文化，激发对传统
技艺和文化的兴
趣。 吴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