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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演人员在北京排练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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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彩车展示
“乌兰牧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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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胡惠
激动人心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 大 阅 兵 已 过 去 一 周 多 时
间，
每个精彩画面都让人难忘。
除了阅兵环节，群众游行地方
彩车展演环节也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当亮丽北疆内蒙古彩车
驶过天安门城楼时，全场爆发出热
烈的欢呼声。10月 8日，记者采访
了内蒙古彩车展演带队负责人、呼
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党委委员李
朴成，
揭开展演背后的故事。

泽信 加州公馆附近
一夜间20多辆车被砸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

20名演员进京排练近一个月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大会
群众游行地方彩车展演，内蒙古的
彩车由红色旗帜造型和气势磅礴
的雕塑奔马群组成，金色骏马腾空
而起，熠熠生辉，寓意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
马精神，展示内蒙古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
精神风貌。彩车上展演人员手捧
圣洁的哈达，表达着草原儿女对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美好祝福。
“我们一定要做好人车互动的
环节，来展现和表达我们坚持不懈
继承和发扬‘乌兰牧骑精神’，永远
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党
的好政策传遍千里草原。在彩车
做好的前提下，重要的就是需要展
演人员来展示。我们从呼和浩特
民族演艺集团和内蒙古民族剧院
各选了 10名优秀演员，9月 3日便
进京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紧张
排练。
”李朴成说。

◆参演人员与内蒙古彩车合影

演员每天手捧哈达高举 4小时
参加此次彩车展演，除李朴成
外，还有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副院
长齐鹏与民族歌舞剧院青年编导
贾国柱。
李 朴 成 介 绍 ，在 北 京 排 练 期
间，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节目编
排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因为彩车的
栏杆低，考虑到展演人员的安全
性，每个演员身后都装了一个安全
桩，
因为系安全桩的带子长，
影响美
观，
便在展演人员的衣服后面开个小
洞，
将带子隐藏起来。另外，
由于外
界人多听不到音乐声，
展演人员要练
习歌曲节拍，
统一做出献哈达的动作
……这一切困难大家都积极克服
了。李朴成说，
此次排练过程中虽然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供图）
艰辛但很充实，
为了保证排练顺利进
行，
及时协调沟通好每个环节，
最终
呈现出了精彩一幕。每天大家从早
到晚排练长达8小时之久，
演艺集团
参加展演的人员都是 80后、90后。
“每天都要手捧哈达高举 4小时，
同
时还要练习合唱，
一遍又一遍，
胳膊
僵了，
嗓子哑了，
但没人喊累，
展演人
员为此次展演倾注了全部精力，认
真努力排练好每一个细节”
。
10月1日凌晨3点，
大家便起床
化好妆准备出发，
当天下午2点多才
回到宿舍，
看着一张张满脸疲惫却又
兴奋的面孔，
李朴成说，
“任务圆满完
成，
孩子们好好睡一觉吧”
，
参演人员
却说：
“我们太兴奋了，高兴得睡不
着。
”

《呼市一小区物业私设停车场收费》追踪

物业公司未取得停车场经营许可证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本报讯 9月 11日，本报报道
了呼市新城区姑子板巷粮食局小
区院内物业公司私设停车场向外
来车辆收费一事。
据小区物业内蒙古万景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称，
“停车场”停
车每车每小时收费 3元，每天收费
封顶 20元。如长期停车，
还可实行
包月收费，
每月300元。

10月 8日，呼市新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计量与价格监督检查股处
理此事的负责人曹洋表示，针对粮
食局小区院内物业公司私设停车场
向外来车辆收费的情况，新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后发现，该
小区物业公司确实未取得《停车场
经营许可证》经营对外收费停车场，
目前此事已立案调查，有处理结果
后会回复记者。
曹洋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4号公布的《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从事无照经
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
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
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于此事的进展，本报将持续
关注。

泰康人寿内蒙古分公司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慰问活动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泰康人为祖国点赞，与祖国共同奔
跑，以实际行动感恩社会、回馈社
会，泰康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进行
“泰爱你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慰问活动，慰问敬老院老
人、退伍军人、贫困学生、残障儿童
等，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并送去慰问物资。
“泰爱你中国”系列活动一：爱
国敬老服务社会。9月 25日下午，
泰康人寿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惠军、机关党支部书记樊美清、
办公室主任张慧带领慰问小分队
的成员一同前往呼和浩特市敬老
院，对所有 70岁以上共计 63位老
人进行慰问。
“泰爱你中国”系列活动二：深
入贫困村送温暖。9月 27日上午，
泰康人寿内蒙古分公司机关党支
部书记樊美清、办公室主任张慧与
慰问小分队成员来到内蒙古自治
区贫困村武川县大沙岱村，为村民
送上了 6000元的煤炭款，解决村

民寒冬的取暖问题，并为幸福园
15位老人送来米油等食品。
“泰爱你中国”系列活动三：用
心点燃希望用爱撒播人间。9月
29日下午，泰康人寿内蒙古分公
司总经理向勉、机关党支部书记樊
美清、办公室主任张慧带领慰问队
成员前往由特校老师自己创建的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心语爱心中
心，对 20名小朋友进行看望捐助，
为他们送上了崭新的课座椅与生
活日用品及食品等。

本报讯 10月 4日晚位于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东北二环交会处的泽
信 加州公馆原售楼部停车场及路
边停放的20多辆车遭受了
“洗劫”
。
10月 7日上午 10时，家住泽
信 加州公馆小区的白先生致电
本报新闻热线反映，5日上午 9时
左右，他发现停在小区东门外原
售楼部停车场的私家车副驾驶的
车窗玻璃被砸，打开车门后，破碎
的玻璃掉在座位上。车内物品被
翻得乱七八糟，所幸贵重物品放
在了后备厢未丢失。
随后，白先生及多名有同样
遭遇的车主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
“小区里还有 20多辆车也被
砸了。”白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
车已经送到 4S店修理。
车主额尔登其其格介绍：
“我
的车一直是停在附近的某商场地
下停车场的，当天晚上接人回来
后就把车停在原售楼部停车场
里，早上接到其他业主的电话才
知道自己的车窗玻璃被砸了。”额
尔登其其格说，后备厢里的贵重
物品没有丢。
10月 7日 14时，记者在加州
公馆原售楼部停车场附近看到，
仍有 20多辆车停在停车场内，停
车场外路边也停了不少车。有车
主反映，小区地面未设停车场，要
是买车位得十几万元，还有每年
的服务费，没买车位的业主只能
将车停在小区院外的空地上。发
现车辆被砸后，他们当天已报警，
辖区派出所出警后，已对部分受
损车辆的号牌进行了登记。
“这里连个监控都没有，安全
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车主杨先
生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小区物业
负责人赵女士了解情况。她表
示，事情发生时她正在休假，这些
被砸车辆都是停在小区东门外南
侧原售楼部停车场和路边的。
“那
里是之前售楼部的临时停车场，
售
楼部早已经搬走了。
”
赵女士表示，
物业目前没有被砸车辆车主的信
息，这些车辆并没在物业登记过。
物业只有买了车库和停车位的业
主的相关信息。物业现在也在帮
忙登记被砸车辆信息，
已在业主群
里发布通知，
但还没有接到被砸车
辆业主打电话登记的。
目前，相关情况警方还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被砸车辆
晨报融媒记者 王晓玲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