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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天空下，紫红色的蒙古舞袍随风漫卷，
头顶的瓷碗纹丝不动，马头琴琴声悠扬飘荡……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蒙古包前，乌兰
牧骑的女队员们舞动柔美身姿，男队员动情地拉
着马头琴，正在为牧民表演顶碗舞。蒙古包周围，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看得入神，不时鼓掌，笑
容在寒风中绽放。

今年春节以来，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
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戈壁沙漠、偏远嘎查（村），为牧民送上一场场
精彩、暖心的文艺演出。

广袤草原上，他们犹如欢快的百灵鸟，为群
众唱响一曲曲动人牧歌；辽阔大地上，他们又像
绚烂的花朵，60多年来始终绽放着夺目光彩。

重本色—— 一切为了人民

时光回溯到1957年的夏天。9名牧区青年驾
着1辆马车，手拿5把乐器、2块幕布和3盏煤气灯，
在一户牧民的蒙古包前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这是我国首支乌兰牧骑——内蒙古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

现任队长孟克吉日嘎拉说，当时的内蒙古草
原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牧民们几乎看不到书籍、
演出和电影。

为改变这一状况，内蒙古自治区委决定组建
小型、流动、综合性的文化工作专业队伍，名字就
叫“乌兰牧骑”，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嫩芽”。

“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牧民”，是
乌兰牧骑创立之初的口号。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
队员们前往牧民家的脚步。

当年，组建不久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去戈壁
深处的牧民家演出，途中经过一处沙地时，马车突然
深陷沙土、动弹不得，拉车的骏马也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耽误工作！9名队员二话不说，扛起演
出道具，徒步一整天赶到牧民家。

年逾古稀的金花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
牧骑第一代队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与队友
们每年下乡七八个月。炎炎夏日，他们背上简单
的行李、乐器和服装，赤脚走在滚烫的毛乌素沙
地上，生怕把鞋子踩坏。烈日的蒸烤让人口渴难
耐，他们却只能捧起沙丘下一小湾积水解渴，水
里满是黑压压的小蝌蚪……

面对面到群众中去，实打实为群众服务。

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
接羊羔，夏天剪羊毛，秋天打草，冬天放牧，与牧
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金花回忆，那时候，队里常有人抱着一两个
月大的孩子去演出。母亲在台上表演，婴儿在台
下啼哭。牧民看到了，就抱起孩子喂奶、喂水，演
出结束再把熟睡的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

“牧民们亲切地叫我们‘玛奈乌兰牧骑’，意思
是‘我们的乌兰牧骑’，亲得就像一家人。”金花说。

重传承—— 扎根生活沃土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乌兰牧骑的创作
定位；

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给群众，为他
们加油鼓劲，是乌兰牧骑孜孜不倦的追求。

翻开一份1965年的乌兰牧骑全国巡演节目
单，马头琴独奏《蝶恋花》、民乐合奏《鄂伦春人民
好生活》、好来宝《牧马英雄》等，创作题材均来自
农牧区，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民族艺
术形式在队员的精彩表演中熠熠生辉。

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培养出大批艺术人才，
德德玛等艺术家都出自这所民间“学校”。

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歌手乌兰图雅，儿时经
常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后来，她也成为家乡乌兰
牧骑的一员。“迎着烈日走，踏着风雪来，深情的
河流也为我澎湃；马头琴声悠扬，牧歌飘天外，一

路洒下我们火热的爱路洒下我们火热的爱。。””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乌乌
兰牧骑之恋兰牧骑之恋》，》，饱含她对乌兰牧骑的深情饱含她对乌兰牧骑的深情。。

没有哪种情怀没有哪种情怀，，比心系群众更动人比心系群众更动人；；
没有哪种事业没有哪种事业，，比服务人民更高尚比服务人民更高尚。。
6060多年来多年来，，乌兰牧骑脚步不停乌兰牧骑脚步不停、、传统不丢传统不丢。。
从赶马车、骑骆驼，到开拖拉机、坐大卡车，

再到乘大巴车、流动舞台车……改变的是队员们
的演出条件，不变的是他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
牧民群众的初心使命。

如今，118.3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大地上，活
跃着80多支乌兰牧骑队伍、3000多名队员，每支
队伍每年下乡演出超过100场。

重创新—— 舞台更加广阔

2017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 16名队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骑 60年来的
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
贡献的决心。

当年 11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下的优秀作品。

今年 35 岁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乌
宁，每当想起这封回信，就感到无比自豪、充满力
量。

“党和国家对我们信任、肯定，牧民群众对我
们喜爱、关心，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回报。”乌宁说，
她常常用曾是乌兰牧骑队员的姥姥的话鞭策自
己，“要把最好的表演献给牧民，为人民服务永远
不变”。

乌兰牧骑始终把舞台设在人民中间，坚持文
艺为民，不断提升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手
法，推动文艺创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乌兰牧骑将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
中，创作出舞蹈《脱贫攻坚赞》、小品戏《喜鹊为啥叫
喳喳》等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艺作品。

2018年起，内蒙古组建“乌兰牧骑+”综合志
愿服务队，在文艺演出基础上，推出医疗卫生、法
律援助、技能培训、理论宣讲、科技推广等多种服
务项目，重点面向交通不便、生态脆弱、文化生活
匮乏、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牧区。

初春的科尔沁草原乍暖还寒，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前旗乌兰牧骑带领综合志愿服务队下乡
演出。

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与乌兰牧骑一
同下乡的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农牧民聊起今年
的生产打算。交谈中，去年脱了贫的阿力得尔苏
木牧民苏和得知乡村振兴的政策后很是兴奋。

“我想近期再把养牛规模扩大些。”他笑着
说，“现在的乌兰牧骑还给我们传授‘致富经’。”
（记者 殷 耀 于 嘉 哈丽娜 邹俭朴 达日罕）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2日电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乌兰牧骑永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华社记者

青海金银滩，国营221厂，中国原子城。
这里是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是中华民

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前，无数顶尖科研专家、技术人

员、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在这里头顶蓝天，脚
踏荒原，开启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传奇之路。

昔日守卫森严的军事禁地，早已揭开神秘的
面纱，成为青海的旅游胜地。但使命与光荣从未
远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大力协同、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永放
光芒。

隐姓埋名 共赴神秘禁区

具有象征意义的“596”之路旁，一位短发的年
轻妻子正要将信投入邮箱，她神情专注，饱含深情。

离她不远处，一个男人倚墙专心读着一封
信……

在原子城纪念园里的这座雕塑，生动再现了
那个火热年代中，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分别接受任务各自奔
赴“那遥远的地方”。从此鸿雁传书、互诉衷肠。

原以为各自天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
会上，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对方：原来两人工作的
地方，只不过隔了一堵墙。

原来，他们寄出的信件会发到北京，再寄回
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谁，难以说清，因
为类似的事情当时很多。”面对记者的疑问，青海
原子城纪念馆接待中心主任王致玲这样回答。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是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旧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
此，故这里被誉为中国原子城。

1958年，面对西方核垄断、核讹诈的威胁，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
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青海矿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闻令而动，告别亲人，奔赴
高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草原大会战。

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61年放弃
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归国。为参加核武器研究，
他改名王京。

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
“王淦昌到哪去了？”每当有人这样问时，他

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
王淦昌的通信地址和信箱代号。

……
为了国家之荣光！这是参加核试验科学家的

共同心声，他们不畏强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团结拼搏，守护了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以身许国 共圆强国梦

空旷的原野上，两排钢筋混凝土立柱，矗立
在长满锈迹的铁轨旁，斑驳而沧桑，无声地诉说
着过去的辉煌。

这里，被称为“上星站”，是 221厂最核心的
厂区之一。

“可以说，这里是我国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专职教师马晓燕说。

当年，这个草原深处的小小站台，先后将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以及多种型号的核
产品，运往核试验场和它所装配的部队。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一声巨
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向世界庄严
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1967年6月，由221厂承担研制的中国第一
颗氢弹爆炸成功！

221厂的建设者们“三顶帐篷”起家，先生产
后生活，合力攻坚，艰苦创业，用智慧和生命圆了
中国人民的核武器之梦，换来了共和国的尊严和
强大，也换来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纪念碑，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获得烈士
称号的科学家。

1968年 12月，他从导弹试验基地返京途中
遭遇空难。危急时刻，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
抱，保护着夹在胸前装有绝密数据资料的公文
包，遇难时年仅59岁。

86岁的刘兆民老人，是原221厂的退休职工。
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弹研究。1963

年初他来到金银滩，在二分厂研制炸药，直到退役。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住过帐篷、干打垒。但

是能参与国家的尖端科研工作，我非常自豪。”
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就没有今天强

大的中国。回首那些火热的岁月，86岁的老人无
怨无悔，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以身许国！无数科技工作者抱着振兴中华的理
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无私奉献
的创业精神，在这片神秘禁区，奉献与坚守了一生。

化剑为犁,为了和平与安宁

遵循和平时期“化剑为犁”的思想，1987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销221厂。

1995年 5月 16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
面退役”的消息。

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工业研
制基地。曾经的神秘禁区，成为海北州州府新
址——西海镇，逐渐向世人开放。

在地图上一度消失的金银滩，伴随着西部歌
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
方》，迎来了四海宾客。

金银滩草原重归宁静，牛羊遍地，牧歌悠扬。
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迎来了富裕祥和的新生活。

如今，行走在西海镇，不时会邂逅当年 221
厂的遗迹，随处可见的雕塑、纪念碑、纪念馆、纪
念园，当年的图书馆、电影院、将军楼。

遍布草原的厂房、车间静静矗立，当年的标
语仍清晰可见。

丰碑无言。代表“圆梦”的纪念碑圆球下方，
棕红色的盾牌上，镌刻着9颗圆钉和展翅飞翔的
和平鸽。

它让世人铭记：中国人研制原子弹，并非为
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逐梦新征程，“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从事水利工作的楚殿珺师傅站在“上星站”
铁轨旁，望着苍茫的草原，久久伫立。

8 年来，只要有空，他都会来这里看看。这
次，他带着两个年轻同事来，让他们也感受老一
辈创业的艰辛。

“这是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地方，虽然那段时
光已成为历史，但是不能忘了老一辈的艰辛付出，

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艰苦创业、为国争光的精神。”
总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前行。

“这里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挖掘
好、传承好这些精神财富，是我们的使命。”“两弹
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广静说。

此前，周广静在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了17年。
纪念馆建馆 18年来，已经有 300万听众聆听了

“两弹一星”精神的宣讲。
目前，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线，以

原221厂旧址为载体，学院已开发出原子城纪念
碑、一分厂、二分厂、上星站等十多处现场教学点。

“政治上得锤炼，思想上受洗礼，精神上得激
励，使命上得强化。”“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
院常务副院长张海旺说，2020年，学院培训各类
参训人员3000余人次。

“之前并不太了解原子城的历史，深入学习
才体会到辉煌背后的付出与艰辛。每次看资料，
都心潮澎湃。”

来自云南的“95后”女孩孙晓晓，去年通过
考试来到“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成为一
名专职教师。

她说，每个分厂，都有牺牲，都有奉献。“英雄
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始终冲在危险的最前
沿，是因为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

二分厂发生过爆炸事故，4位年轻的技术工
人当场牺牲。由于事故太惨烈，只能把他们的骨
灰平均分成四份寄回家中。后来，一个年轻逝者
的父亲又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回了基地。

“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他要让儿子的英魂
陪伴自己未竟的事业……”

讲着讲着，孙晓晓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

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
雄情怀。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向英雄学习，景仰英

雄，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逐梦的征程，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孙晓晓激动的声音里，满是坚定。
新华社西宁3月16日电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原子城传奇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 刘 江

20世纪七十年代，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
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在草原上表演
节目（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2018年9月1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浩尼钦哈夏
图嘎查的一处草场，镶黄旗乌兰牧骑的队员
在为牧民表演文艺节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2018年11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乌兰牧骑队员来到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
嘎苏木新高勒嘎查的党员中心户恩克巴雅尔
家，为周边牧民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新华社北京 3月 16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颁发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指
出，党中央决定，2021 年
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这项工作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
感、归属感、使命感，汇聚
全党为实现“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持
续奋斗的磅礴力量，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 知》明 确 了“ 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首
次颁发对象，即颁发给
健在的截至 2021 年 7 月
1日党龄达到 50周年、一
贯表现良好的党员。要
求 各 级 党 组 织 高 度 重
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实际，认真做好
统计、组织颁发等工作，
确保每名符合条件的党
员在 7 月 1 日前获颁纪
念章，深切感受到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关怀和温暖。

“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首次颁发以后，将
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般每年“七一”集中颁
发一次。日前，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
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管理办法》，
对纪念章的颁发程序、颁发方式、制作、管理等
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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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
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
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
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
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异常艰苦的革
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头颅
洒热血，始终坚定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彭真故
居纪念馆党小组组长、宣教科科长张晓玲说，身为
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红色
教育基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将在深刻理解共产
党人初心使命，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时刻保持共产
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的同时，讲
好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红色故事，使更多人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深入了解党史、国史，深化爱
党爱国情感。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的历史。翼城县里砦镇党委书记宋海
英说：“作为基层党委负责人，我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实现思想破冰引领发
展、行动破难当好表率、项目破题身先士卒。”宋
海英说，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里砦镇党委将组织
全镇党员干部全身心投入学、带着职责使命学，
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里砦镇“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的强大动力，转化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源头活水，奋力
谱写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新篇章。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继“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后，
又一次在全党掀起的一场集中性学习教育浪潮。
浮山县寨圪塔乡山交村“第一书记”张健认为，今
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的开局之年，在这个时候开展学习教育正
当其时。作为一名驻村干部，他将认真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帮助解决上学、务工、看病等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将学习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安泽县马壁乡王河村党支部书记平红强认
为，只有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拉近干群感
情、走进群众心里；只有真正为民办事才能得到群
众认可。平红强说：“结合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将把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工作结合起
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工作动力和成效，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好年初拟定
各项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让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市委组织部
派驻永和县阁底乡奇奇里村的帮扶工作队员赵巍
泽心潮澎湃。他说：“作为一名驻村帮扶工作队员，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与人民在一起的重要性，也由
衷体会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自豪感。脱贫攻坚
已经全面胜利，深度、广度、难度不亚于脱贫攻坚
的乡村振兴在等着我们，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摆脱贫困、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先进案
例和范本一定在中国，我们一定会为解决世界难
题提供最优的中国答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对全体党员的一次
深刻的思想洗礼，有利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有利于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把党的精神更
好地传达到每一名党员心中。”乡宁县尉庄乡仁
义村党支部书记加建荣说，“新形势下，群众工
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越是如此，我们越
要坚持人民至上，走好群众路线。我们将采取集
中学习、微信学习、送学上门等形式，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以昂扬的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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