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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晨报兴安盟记者站踔厉发展：

争创蒙东地区新闻战线排头兵
◎全媒体记者 赵晓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2 月 7 日上午， 内蒙古晨报
社社委会成员、副总编张伟来到内蒙古晨报
兴安盟记者站调研指导工作，并与兴安盟记
者站全体驻站人员进行座谈。
张伟听取了负责人宋锐峰针对晨报兴
安新闻当前面临的主要工作，编务与总社对
接的问题，报刊征订发行现状及纸媒与多媒
体融合等工作进行了汇报。
张伟亲自教授了内蒙古晨报自主网站后台
上传稿件应用技术，地方记者站与总社网站
端口畅通链接， 标志着内蒙古晨报兴安新
闻，更进一步拓展了宣传渠道，实现了宣传
效果最大化。
张伟讲，“当前，自媒体、流媒体、新媒体

图片新闻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下午，内蒙
古晨报兴安盟记者站工作人员与乌
兰浩特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民警，
一同 深 入到 胜 利 辖 区 贫 困 人 员 家
中，在 2017 年岁末之际，为他们送
去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须品，为这
两户贫困家庭在寒冬中增添了几许
温暖。
当日下午 16 时许，在乌市公安
局 胜 利 派 出 所 教 导 员 史彦 军 及 民
警、社区工作人员姜宝发的带领下，
内蒙古晨报兴安盟记者站工作人员
与其一同来到胜利街新桥社区曹国
忠、李春水家。 据了解，曹国忠因双
侧股骨头坏死丧失劳动能力， 儿子
患脑瘫常年瘫痪卧床不起， 他们一
家只能靠低保和女主人干些零活赚
取微薄收入维系生活。 李春水家的
情况也基本相同， 夫妻双方均因病
丧失劳动能力， 女儿患有严重抑郁

◎通讯员

警媒联合帮扶 寒冬送暖济困
◎全媒体记者 宋锐峰

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影响了传统纸媒
发展，灵活运用好‘两微一端’，即微信、微
博、客户端，整合多媒体共享资源，快速发展
融媒体，这对晨报兴安盟记者站尤为重要。 ”
“内蒙古晨报兴安新闻发挥好特色优
势，宣传好兴安盟各级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
以及关乎民生的敏感、热点问题，采编人员
要勤学习、勤思考、勤作为，为新闻事业尽责
发力，争创蒙东地区新闻战线排头兵。 ”言语
中，张伟对内蒙古晨报兴安盟记者站发展壮
大，提升晨报区域影响力寄语热望。
对总社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兴安盟记者
站全体工作人员深受鼓舞，信心百倍，决心
做好本职工作， 为新闻事业奉献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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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走进乌兰浩特市 8
路和 2 路公交调度室， 看到调度
员、驾驶员、保洁员那一张张由衷
的笑脸，听到她们内心里发出的真
诚感慨，一下子被这里的气氛所感
染。 职工们情绪高涨，纷纷向我们
诉说他们的心情，谈调度室工作环
境的改善，谈公司领导对基层一线
职工的关心和爱护。
三车队 8 路公交调度室紧邻
西大坝， 由于调度室年久失修，窗
户透风，管线外接，发黄的室内墙
壁上时时可见驱赶蚊虫时的斑驳
印记。 公司领导深入基层一线调
研，听取车队长工作汇报后，决定
对调度室的工作环境进行改善。公
司基建科人员牺牲了双节的休息
时间，启动了调度室的装修改造工作，将 8
路调度室和 2 路盖亚花园调度室进行装
修，在 8 路调度室的北侧墙壁上增设一个
窗户，对卫生间进行升级改造，使原本简
易的卫生间变得整洁干净，为车队小食堂
增添了吸油烟机等设施， 原来不起眼的 8
路和 2 路调度室一下子亮堂起来了。 不仅
室内亮堂了，职工的心里也更亮堂了。 驾
驶员张海峰告诉我们， 现在环境改善了，
我们的心里更暖了。 车队长李文华指着刚
刚贴上去的墙壁板材以及吊过的棚顶说：
“过去打扫时想清理都难， 弄上新型板材
后，即使脏了，我们也可以用抹布清理干
净。 ”而当我们走出调度室时，看到调度室
的门外增加了门斗，将呼啸的北风隔离在
外，即保留了室内温度，又能将阳光聚集
在门斗内的光线折射到调度室内，增加了
阳光的能量。 驾驶员、保洁员及调度员身
在其中，其乐融融。
走进 2 路公交调度室，调度员史记告
诉我们：“暖气换了，屋顶重做防水，墙壁
重新粉刷，吸油烟机也安上了，现在驾驶
员说工作环境改善了，他们可享福了。 ”
是啊，基层一线人员披星戴月辛苦工
作， 公司领导将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将
职工当成亲人， 感同身受他们的苦和累，
为基层一线人员极力创造最好的工作环
境，解决最实际的困难，职工内心是温暖
的潮湿的更是向上的。 他们愿意在公交这
个大家庭里， 将自身的能量释放出来，立
足于本职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做贡献。

一
线
职
工
笑
开
颜

症没有生活能力， 家庭生活开销只
靠李春水五七工每月几百元的退休
工资维持生活。 这两个家庭经常得
到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资助， 但依
然不能解脱疾病对他们的困扰。

兴安盟工商联“
五城同创”公益活动进社区
◎全媒体记者
王浩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贯彻
落实盟委行署下发的
“三地联 动 ”“五 城同
创”目标工作任务，兴
安盟工商联相继走进
包联社区开展环保宣
传、卫生环境整治、社
区帮扶等一系列工
作。
日前， 兴安盟工
商联调研员陈克俭参
加了会员企业雪亮眼
镜店联合举行的助力老年人视力健康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雪亮眼
镜店为乌兰浩特市一环翠社区年迈老人捐赠了 50 副老花镜，总价值 1
万元。
活动现场， 雪亮眼镜店工作人员热心地为居民检测眼睛健康状
况，教会如何正确佩戴老花镜。 老人们在免费领取眼镜的同时，一环翠
社区工作人员还为居民赠送了精美挂历和环保宣传资料。
雪亮眼镜店朱明喜总经理说，“参加五城同创公益活动对于我们
来说是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应该弘扬奉献精神，做出应有的
贡献。 ”

晨报兴安盟记者站工作人员及
辖区派出所民警均表示， 通过广泛
宣传让更多的爱心人士了解他们的
生活窘况， 从而为他们争取更多的
资助，以维系正常生活的温饱。

新闻简讯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
制教育，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有效地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切实加强学校普法
工作， 搞好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扎实推进
“法律进学校”活动。近日，兴安一小邀请法
制副校长兴安派出所案件中队中队长王文
成为全校 2000 多名学生开展法制宣传讲
座活动，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以案释法，
以法论事， 深入浅出的给同学们做了生动
的报告， 告诉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
中要做一个守法的人， 真可谓是学校法制
教育的一次“雪中送炭”。
（◎通讯员 李玲 ）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师生知识
产权普及教育工作， 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
创新实践，培养创新精神和知识产权意识。
近日,兴安一小组织四、五年组的同学们参
加了“中国知识产权宣传海报网络设计大
赛”，孩子们主题突出、创意新颖，每一个海
报的设计都独具匠心。 学校经过认真评选
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通讯员 李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