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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生

80岁老人记忆中的诺恩吉雅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诺恩吉雅》是内蒙古东部
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 不过平时
我们能够听到的版本都比较短。在赤峰
市巴林左旗烧锅窑村， 一位 8 旬老人
能够唱出 20 多段《诺恩吉雅》，这引起
了当地民族文化专家的重视。
这位唱《诺恩吉雅》的老人叫张福
梅，今年已经 84 岁了 。11 岁时 ，她 跟
着邻居家的婆婆学会了这首长篇的叙
事民歌。14 岁时张福梅嫁了人， 离开
了母亲和姐妹， 从老家宁城迁到了巴

林左旗。与诺恩吉雅的相似经历，老人
常常背着人，轻轻唱起这首歌。据张福
梅老人介绍，年轻的时候来到这儿，唱
啊， 不等唱两句眼泪就像大海似的地
流。
巴林左旗草原传统文化协会听说
村里有这样一位会唱《诺恩吉雅》的老
人，就来到老人家里采风。根据传说，诺
恩吉雅是从赤峰南部老哈河地区嫁到
北部草原来的，而巴林左旗也有诺恩吉
雅嫁入当地的故事。从张福梅老人唱的
歌词当中， 专家了解到了许多新的内
容。

据巴林左旗草原传统文化协会副
主席朝伦巴根介绍， 歌词里有个海清
河，我们这块海清村现在是属于林东镇
的，那块有个平原叫海清塔拉，还有一
条河叫海清高勒。
从长篇的《诺恩吉雅》中，人们既
可以感受到一位远嫁的姑娘思念家乡
的悲伤心情，也能了解到一百多年前的
草原生活。通过对这首民歌的传承和保
护，专家们也希望能够发掘更多的诺恩
吉雅背后的故事，让人们不仅仅了解这
个美丽传说，也能够更多地了解草原文
化，了解游牧文化。

◆图为张福梅老人在唱《诺恩吉雅》。

从高处摔下头部重伤 送医途中遇堵

交警开通
“绿色通道”救助伤者
◇全媒体实习记者 肖璐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赤峰市交警支队一大队了解
到，近日，受友谊大街封路影响，早高峰
期间城区多路段暴堵。 而一名因从高
处坠落而头部受重创的市民急需就
医，关键时刻，赤峰交警抢时开辟绿色
通道助力该市民脱离生命危险。
“我的家人在砌房时从高处摔下，
头部受到重创，人已经昏迷不醒了，现
家属正开车送他从松山区老府镇赶来

news

市医院，你们帮帮忙，让车开得快一点，
让他早点到医院急救……”4 月 9 日早
7 点 50 分左右， 市医院岗执勤交警接
到一名群众当面求助。
执勤交警立即报至指挥中心，指挥中
心随即向大队长杨涛报告情况， 考虑到
306 国道、玉龙大街、临潢大街拥堵状况，
情况紧急，正在路面调研的大队长杨涛亲
自与病人家属联系，立即布警、制定最优
路线，并前往 306 国道跨管辖区域接应。
8 点 45 分， 在 306 国道与临潢大
街交叉路口南侧接到求助车辆后，为

避开拥堵路段， 沿 306 国道→钢铁西
街立交桥→解放街→园林路→长青街
前往市医院，沿途各岗疏导交通、绿波
放行，两辆警车同时开道，一路带领求
助车辆驶往市医院。求助车辆从玉龙大
街与 306 国道路口等红灯到通过玉龙
大街与临潢大街路口用了整整 10 分
钟， 而从 306 国道与临潢大街路口至
市医院却仅用了 5 分钟。
据了解，目前伤者已脱离了生命危
险，红山交警的紧急护送又一次为伤者
及时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中天·悦郡产品说明会匠心呈现

长胜镇建立首个
社区矫正公益
劳动教育基地
◇通讯员 王柏华 肖春磊

本报讯 敖汉旗长胜镇社区矫正
教育劳动基地是敖汉旗第一个专门
的社区矫正教育劳动基地，位于长胜
镇长胜甸子村，以沙漠之花公司位于
长胜甸子村的沙棘基地为依托，环境
清幽，平时少有车辆人员经过，既可
以避免社区服刑人员因担心碰到熟
人尴尬而产生抵触情绪，又能保证劳
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非常适合进行
社区矫正教育。 劳动教育基地占地
86 亩， 主要用于社区服刑人员集中
劳动。
4 月 12 日， 长胜司法所对该基
地进行了试运行。 在教育劳动基地，
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专业技术人员为 24 名社区服刑
人员进行了栽植沙棘幼苗的技术指
导，社区服刑人员在为期 2 天的劳动
中，共栽植保了沙棘幼苗 9000 株，栽
植面积 86 亩，人均栽植超过 300 株，
社区服刑人员在恶劣的风沙天气中
高质量的完成了栽植任务。
社区矫正劳动教育基地的建
立，使长胜辖区的社区服刑人员有了
一个集中教育和劳动的场所，这既有
利于对他们进行集中教育，又保证了
公益劳动的真正开展，同时也有利于
矫正他们的行为和不良心理，达到了
避免重新犯罪的目的。

振兴街道关工委开展“
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会

3000 余名师生
学英雄事迹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近日， 松山区振兴街道
关工委在松山五小组织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主题教育
会。松山五小的 3000 余名师生通过
多媒体同步观看了此次主题教育
会。
会上， 来自松山区振兴街道关
工委“五老”报告团的 12 名成员生
动的讲解了发生在赤峰市“柴胡栏
子事件”那段悲壮的历史，希望学生
们不仅要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更要学习先辈们的奉献精神，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随后，
松山五小的许建老师演奏， 会场的
300 余名学生共同演唱了由振兴街
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学贤作词作
曲的歌曲《血染的丰碑》，将主题教育
会推向高潮。

警察帮助年迈老人
送子就医获赞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小溪
本报讯 4 月 14 日上午, “
家风美
宅，领创未来”中天·悦郡产品说明会在
赤峰万达嘉华酒店举行，一场与“
家”有
关的人居盛宴热烈上演。中天·悦郡作为
全城首家以
“
家风教育”为人居理念的项
目，以它独特的创新概念、创新设计、创
新责任受到了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中天·悦郡项目以“一大
主题、四大系统化、八大配套”为核心
的价值体系。以“人居文化系统标准服
务商”为发展定位，将为业主提供系统
化、 标准化的北方社区人居系统解决
方案， 实实在在的改善业主的生活质
量，尊重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居住权利。
据介绍，中天·悦郡项目秉承中天地
产 18 载匠心精神，依循自然地脉和历史
文脉，于建筑形式中力求精美、包容、温
和的风格， 坚持科学严谨的施工管理、
精湛的建筑工艺， 并在景观规划中融入
了
“
日光公园”、
“
城市森林”、
“
4D 绿谷”、

“
户外亲子空间”等创新设计理念，真正
做到了“一砖一瓦皆是诗，一草一木总
关情”；而中天·悦郡的内装系统是由上
百个精细化细节的研究凝结成完美的
家居体系，尽可能的体现人性化、自然
化、精细化、品质化，能做到适老适童、
全龄定制。据悉，该项目由沈阳新大陆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宜远新锐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中天地产产品
研发中心等专业团队共同设计完成。
会上， 中天·悦郡项目各部门负责
人分别对中天·悦郡的商业配套、 社区
教育中心所倡导的“双向教育”理念以
及物业服务进行详细解读。 由中天·悦
郡项目率先提出的五店一中心的商业
业态，颠覆了人们对普通的社区商街的
理解，社区教育中心的打造充分体现了
中天·悦郡项目对于“
家风” 主题的贯
彻。其中，为业主量身定制“双向教育”
课程，让家庭更和谐，孩子更自律，让更
多家庭享受到有家、有趣、有知己的人
居体验，打造全程全系的善意社区。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近日， 赤峰市新城辖区
居民倪女士来到了新城公安分局玉
龙派出所，送来了题为“助人为乐显
真情，感谢人民好警察”的锦旗，并激
动的对派出所领导说：“儿子能送到
医院进行治疗，多亏了警察同志的帮
助，太感谢啦”。
据了解，近日，赤峰市新城公安
分局玉龙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警：
“辖区居民倪某称其儿子患有疾病，
家里只有自己一人， 请求警察帮助
送医。”接到报警后，执勤民警立刻
前往倪某家里， 通过具体了解情况
后， 民警考虑到倪某年迈， 身体孱
弱， 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送李某某
去远处就医。当即报告给所领导，所
领导果断联系沟通相关社会部门，
通过一天的努力， 协调车辆人员共
同将李某某护送到宁城县某医院及
时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