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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袁 一代代乌兰
牧骑的队员迎风雪尧冒寒暑袁长期在戈壁尧
草原上辗转跋涉袁 以天为幕布袁 以地为舞
台袁 把文艺演出送进每一户牧民家中袁同
基层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遥 以人民为中
心袁 是乌兰牧骑砥砺前行尧 成长壮大的力
量源泉袁 是乌兰牧骑融汇先进文化一路前
行的精神血脉遥

听着乌兰牧骑前进的历史袁 随行民警
青格乐太深有感触地说 院野我们今后一定
要充分发扬乌兰牧骑精神袁 努力建强公安
乌兰牧骑队伍袁 学习老一辈乌兰牧骑队员
吃苦耐劳尧 勇于奉献的精神袁 创作更多喜
闻乐见尧 接地气的作品袁 让人民群众更加
了解尧理解公安工作遥 冶

随后袁 我们和民警们一同来到乌兰牧
骑展厅遥 展厅里袁一个个历史片段尧一张张
珍贵照片尧 一件件陈年旧物袁 无一不彰显
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独具魅力的民族特
色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遥 野乌兰牧骑创
建初期只有 9 名队员袁 演出场地就是一块
空地袁一块幕布袁我们点着煤油灯尧火把为
农牧民演出噎噎冶 乌兰牧骑队员热情地讲
解到袁新警们听得津津有味袁神情向往遥

2017 年 11 月 21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给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写了回信遥 总
书记回信的字里行间袁 饱含着对广大文艺
工作者的尊重和信赖袁 贯穿着对新时代文
艺事业的要求和期待袁 令公安乌兰牧骑队
员们倍受鼓舞遥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乌兰牧骑队员乔丹
激动地说院野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
员的回信袁 同样也激励着我们这些民警尧
辅警遥 我们要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精神袁更
好地服务基层群众袁 为公安文艺工作作出
更大的贡献遥 冶

活动中袁 公安乌兰牧骑队员们拿出自
己的野看家本领冶袁向专业乌兰牧骑队员们
野拜师学艺冶遥 入警不到一年的查斯娜首当
其冲袁 跳舞是她从小的爱好和梦想袁 能和
专业的队员面对面地学习袁 对于她来说是
一件既激动又幸福的事袁 在干好公安工作
的同时做一名合格的乌兰牧骑队员袁 她充
满信心遥

其他队员们也和查斯娜一样袁 迅速跑

到各自专业对口的老师面前学习请教遥 歌
声尧琴声尧欢笑声此起彼伏袁排练厅里瞬间
欢腾起来遥 传承乌兰牧骑精神尧 学习艺术
技能技巧袁 红色文艺的种子已不知不觉地
播洒在了公安乌兰牧骑新队员们的心中遥
据了解袁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尧把红色

文艺传承好袁2021 年袁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
制定了叶警营乌兰牧骑服务队工作方案曳袁
推动全盟各级公安机关成立了 15 支公安
乌兰牧骑队伍袁 吸纳有文艺特长的民警尧
辅警 273 人遥两年来袁公安乌兰牧骑精心编
创文艺作品袁 开展慰问演出活动 85 次袁让
警营文化之花在乌兰牧骑发源地蓬勃绽
放遥

渊沈翠英 刘贵珍冤

感悟草原精神 传承红色文化

“警营乌兰牧骑”新队员的第一课

阿拉善盟袁中国骆驼之乡袁阿拉善右旗
更以拥有 5 万余峰双峰驼存栏量被誉为
野驼乡中的驼乡冶袁阿拉善盟的民警则被群
众亲切地称为野漠警冶遥

春节期间袁 我们慕名来到地处巴丹吉
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阿拉善右旗公
安局贡湖都格派出所袁 跟随基层民警一起
过个野不打烊冶的警营春节遥

1 月 26 日袁农历正月初五袁天蒙蒙亮袁
气温零下 16 摄氏度袁寒风割得脸生疼遥 贡
湖都格派出所所长许君成和所里的 野老大
哥冶岳丰元又起了个大早袁熬好奶茶袁摆上
油果 袁 再把两个昨晚夜查到凌晨 1 时的
野小字辈冶 民警苏那木策仁和魏鑫保喊起
来一起吃早饭遥 今天的 野派出所新年守护
计划表冶 上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袁 需要抓
紧时间一个一个野对表打钩冶去落实噎噎

7 时 50 分袁许君成带领贡湖都格派出
所野护企巡防队冶全副武装从派出所出发袁
开始新春的入企安全巡查遥

野来了袁许所袁又开始忙活啦遥 冶野大家
过年好袁给你们拜年啦袁新的一年袁安全这
根弦儿可得继续绷紧了啊遥 冶 初升的阳光
洒在洁白的盐巴上袁 雅布赖盐场的保安员
们已经整齐列队等候会合袁 和往年一样袁
野警企联防巡查冶 的第一步要从这个有着
近百年历史的池盐国企走起遥

雅布赖镇是全旗唯一的工业重镇袁从
百年盐企出来袁还有 17 家企业等着许君成

和队友们进行春节安全巡查遥
野过两天袁 辖区的企业都要陆续开工

了袁提前来看看袁心里才能踏实遥 冶一起来
巡查的岳丰元笑着说遥

12 时 29 分袁护企巡防归来袁岳丰元下
车后袁习惯性地拍拍警服尧警帽上的灰尘遥

岳丰元属兔袁今年是他的本命年袁用他
的话说袁 退休的日子已经到了按天数的时

候了遥 简单的吃完午饭袁 岳丰元又来到办
公室袁 把今天巡查中遇到的重要信息一笔
一划填写在叶民警日志曳上遥 放下笔尧合上
本尧放入抽屉后袁他才走出营区袁看着挺立
在派出所门前路两旁的参天白杨袁 他继续
走着袁脚下的路可以迈出 7110 步袁这些已
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遥

野岳爷爷过年好遥 冶

野老岳袁记得来家吃饭啊遥 冶
野岳哥袁今天又没回家过年啊遥 冶
窑窑窑窑窑窑
在雅布赖镇基层派出所岗位一干就是

33 年袁 岳丰元说 袁 自己把这里 5 个嘎查
渊村冤3 个社区的 1378 户 3965 人都处得像
家人一样遥 野你把老百姓装在心里袁老百姓
就会把你当成亲人遥 冶 岳丰元的头发早已
斑白袁腰身不再挺拔袁这些岁月的痕迹袁都
是他守护平安尧服务群众的时光记录遥

正月初五 袁俗称 野破五节 冶袁人们依然
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中袁按照民间
习俗袁这一天要吃饺子遥下午下了班袁完成
了手头的工作袁民警苏那木策仁和魏鑫保
带着提前准备好的东西袁急匆匆赶到新呼
都格嘎查渊村冤遥 76 岁高龄的留守老人许
爷爷许奶奶就住在这里袁他们打算陪着两
位老人热热闹闹地包顿饺子袁这也是除夕
那天袁他们帮两位老人挂灯笼 尧贴春联时
约好的遥年前袁在走访中袁他们得知二老的
孩子们今年又赶不回来了袁便趁着换岗休
息的时间袁帮老人扫房尧办年货袁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袁让二老也能红红火火地过个
年遥

刚走到村口袁 远远地便看到老人家门
前亮起的红灯笼遥 灯笼下面袁 二位老人已
经等了好久袁 他们热情地挥着手袁 像是迎
接自己远归的孩子噎噎

渊戴思惟 张佳良冤

把服务群众落实在细微处

“驼乡漠警”春节坚守“不打烊”

正月初七袁 我们跟随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野警营

乌兰牧骑服务队冶新入警

的队员们走进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袁上了别开生

面而又深刻难忘的入警

野第一课冶遥

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袁
新入职的公安乌兰牧骑

队员来到旗乌兰牧骑退

休老队员乌力吉图家中袁
大家围坐在一起袁听老队

员讲述乌兰牧骑过去的

故事遥

悉心向专业队员求教遥

陪伴老人欢欢喜喜过大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