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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琴参加工作以来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她担任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成员市
联络员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她团结带
领科室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力奋战，使我
市于2013年成功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为我市下一步享受国家有关政策资金支持奠
定了基础。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使我市
于2014年成功获批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并
在全国 80 个试点城市得分排名中位居第 13
名。2020年大年初二，她第一时间投入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疫情期间，爱人出车
祸，她克服家里困难，没有因家庭原因请假而
影响工作。她负责的科室在2010年被评为“文
明科（处）室”，个人被评为全市“人民好公
仆”。她本人还多年连续被评为市级优秀（记
三等功2次）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李瑞琴 女市发改委科长

段瑞芬时刻用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积极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她每天坚持
早到晚归，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生和教师心目中树立
了较高的威信和较好的教师形象。工作期间，
多次经学校民主测评后推送上级主管部门，取
得市、县两级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优秀教
师”“呼和浩特市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她所
带的班级班风好学风好，于 2011年、2012年、
2013 年度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级“先进班集
体”。她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师技能比赛，2013
年参加全市第六批小学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荣
获市、县两级一等奖，同年参加呼和浩特市第九
批教学能手评比，荣获市、县两级“教学能手”称
号。2019年参加呼和浩特市第八批中小学学
科带头人比赛，被评为呼市地区“第八批小学语
文学科带头人”。

段瑞芬 女 和林格尔县第二
小学 副校长

见义勇为好人

武立立 男 市公交总公司第
五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

宋苗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患病父
亲。十几年前，宋苗的父亲被诊断为早发性
阿尔兹海默症，渐渐失智，生活无法自理，宋
苗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母亲齐心
协力连哄带劝地帮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换掉
脏衣物，洁身洗衣。十年前，她的父亲因阿
尔兹海默症并发症突发股骨骨折，加上病情
进一步恶化，老人卧床不起，为了更好地照
顾父母，宋苗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为
父亲制订营养膳食计划，制作流食，保证营
养全面好吸收。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
为父亲翻身擦洗，换洗床单被褥。周末休息
还要帮父亲理发剃须，修剪指甲。宋苗的父
亲卧床这么多年，在她的细心呵护下，一直
保持着较好的状态，从来没有生过褥疮，身
体各项指征保持正常。

孙慧杰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奋战
在公安战线最前沿，先后任托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副大队长、指导员职务。在干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先后参加“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疫情防
控”一线勤务、各类会议安保等重点工作。
2015年，一起涉嫌重大非法集资案在辖区发
生，涉案60余人，涉案资金近2000万。孙慧杰
主动请缨，担任案件主办人，他克服办案人员
少、任务艰巨的困难，历时 150余天无休，制作
案卷 70余册，案件顺利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
被绳之以法。对待任何案件，孙慧杰都能做到
一丝不苟，依法查处。2019年11月的一天，报
案人急匆匆走进经侦大队办公室，称“自己的
储蓄卡被别人刷了一万多元”。孙慧杰立刻开
展相关核查，锁定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案件，
为报案人挽回损失。他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
爱岗敬业的真谛、人民警察的担当。

孙慧杰 男 托县公安局经侦
大队教导员

石秀现任蒙牛集团常温事业部生产四
厂车间主任。他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力求创
新，不仅解决了早餐奶出成低的问题，为工
厂全年节约成本90多万元，而且通过对工艺
流程、设备性能、参数的设置与执行等方面
进行改进，实现了工厂每年节约用水 3000
吨。此外，他利用WCO工具将工厂特仑苏
指标精准率提升了 5-7个百分点，并获得了
常温事业部“优秀员工”荣誉称号。作为共
产党员，他带领团队成员扎根生产一线，解
决了无数个质量生产难题，通过钻研和技术
创新节约了成本，避免损失将近 700 多万
元。在工作中，他经常深入一线与员工进行
沟通，改善了配料间温度高的问题，给一线
员工新建了饮水间，改善了一线员工的工作
环境。

田茂旺时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居民办
实事解难题，统筹协调多部门开展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 280余次。整治过程中他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提升街道辖区居民
环境宜居水平为目标，打造了人民路、中山东路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示范一条街；他带
头严查细查辖区环境320余次，累计没收地摊广
告5000余张、制止店外出摊800余户、铲除小广
告 13400余张、巡查路面井盖完好度 100多处、
解决排水管网堵漏 27余处，整治“蜘蛛网”飞线
1100余处，清理街巷、小区、单位大杂院卫生死
角260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他总结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垃圾分类运行体系“五员一体化运行
机制”和“垃圾分类七步工作法”，形成垃圾分类
从源头到终端层层抓落实、抓环节、抓精细的常
态化运行格局，为辖区居民营造了良好的宜居、
宜业、宜商环境。

田茂旺 男 新城区中山东路
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惠捷自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认真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
务，无论是各类稿件的撰写，还是外出拍摄任
务，都认真负责完成。工作期间撰写新闻、头
条稿件2000余篇，拍摄照片和视频多次被央
视网、新华网、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人
民网、中新社等多家媒体和学习平台采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他深入各行业一
线进行宣传报道，让广大群众正确了解疫情，
正确进行防护。在此期间他共发表宣传片、
微电影、纪录片等 30余篇，其中多篇被学习
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新华社内蒙古频道、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融媒网等多家媒
体采用刊登。

2016年，赵雅冬牵头组建内蒙古芸公益
协会，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她的个人累
积志愿服务时长 3031小时，策划公益活动
500多场，编写 500多份公益倡议稿件，从始
至终参与其中。4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报酬，
她一有空闲，不是奔走在扶贫济困第一线，
就是在台灯下熬夜写策划。她先后帮扶120
名留守儿童，筹集捐赠200多万元助学物资；
组织开展助老活动50多场；禁毒宣传覆盖上
百万人；帮助农民销售滞销农产品上百万
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动志愿者制作
11000个防护面罩，筹集 15万元物资捐赠一
线防疫人员；先后带动 6万多人参与到学雷
锋公益活动当中。

引言：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文明办组织开展的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评出了
2021 年 8 月 9 月“青城好人榜”。入选好人
有：消除火灾隐患，赢得广大乘客赞誉的公
交驾驶员武立立；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患
病父亲的宋苗；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赵雅
冬；带领团队扎根生产一线、解决生产难题
的车间主任石秀；传播正能量的新闻人王惠
捷；彰显豪情铁骨的消防员赵忠；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的田茂旺；
每天坚持早到晚归、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段
瑞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李瑞琴；奋战在
公安战线最前沿的孙慧杰。

2021年8月9月“青城好人榜”

宋苗 女 国家税务总局呼和
浩特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职工

石秀 男 蒙牛集团常温事业
部生产四厂车间主任

王惠捷 男 玉泉区委宣传部
融媒体业务办公室主任

2021 年 8 月 23 日 8 时 40 分左右，在锡
林南路闻都世界城公交站点附近，一辆小
轿车发生自燃冒出白烟。当时武立立正驾
驶 26路 572号车执行营运任务行驶到该路
段。他看到当时的情景，凭借着多年的工
作经验和直觉，立刻意识到如果火灾事故
一旦失控，不仅危及个人生命财产安全，还
会殃及周边的车辆。于是他立即向车内乘
客说明情况，将车靠边停好，拿起公交车内
配备的灭火器，快速奔向起火车辆，奋力灭
火。火势得到控制后，武立立回到公交车
上，第一时间向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并致
歉。乘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为武立立的
见义勇为行为点赞。

孝老爱亲好人

助人为乐好人

我为群众办实事
勤奋好学 乐于助人

——记2021年度呼和浩特市仁爱诚信“新时代好少年”刘茜丹
●本报记者 吕会生

敬业奉献好人

赵忠是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的三级
消防士。他用9年的消防生涯铸就了豪情铁
骨，每一次抢险任务他都冲在最前面，用智
慧、经验和勇气应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9
年来，赵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任何岗
位都能恪尽职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光荣使命。从校园到部队，从老百姓到军人，
从军人到“国家队、主力军”中的一员，他用心
演绎好不平凡的故事。刚入伍时，为了练好
军人的基本功，赵忠想方设法增加难度，无论
酷暑严寒，在训练场上一站军姿就是几个小
时。为了克服体能跟不上的问题，他腿上绑
沙袋、背上空呼、穿上全身战斗服练体能，在
类似蒸笼的环境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每
次跑下来，战斗服中都能拧出一小杯汗水。
因体技能成绩优秀，曾多次代表支队参加总
队比武竞赛，并取得不错的成绩。

赵忠 男 博物馆东街消防站
副班长

赵雅冬 女 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记者、内蒙古芸公益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茜丹是新城区关帝庙街小学学
生。她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乐于助
人 ，兴 趣 爱 好 广 泛 ，喜 欢 弹 钢 琴 、书
法、唱歌和阅读。在家庭和学校的教
育 下 ，她 成 长 为 一 个 诚 实 、友 善 、乐
观、孝顺、仁爱的好孩子。

在班级，刘茜丹经常主动关心学
习吃力的同学，并用自己的零花钱为
同学买辅导书和练习册，主动帮助同
学提高学习成绩。她宽以待人，以心
相交，无论谁有困难都会伸出援手，
不图回报。她诚实守信，答应老师和
同学的事总是尽心尽力完成。她在
班上先后担任小组长、文艺班长，并
从 三 年 级 开 始 在 大 队 委 担 任 播 音
员。她在工作和学习上做好老师的

小助手，为同学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为此，她多次获得“优秀班干部”
和“优秀大队委”荣誉。

在学习之余，刘茜丹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先后参加 2017年“红领巾心连心
艺术小达人——走进桂林”“公益日
产，绿色出行”“艺教疫前、一起益行”
等主题公益活动。疫情期间还参加了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020年全国五个自治区庆祝“六一”儿
童节文艺晚会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少
儿频道《草原娃》公益演出活动。

在实践活动中，刘茜丹遵守社会
公 德 ，爱 护 公 共 财 物 ，保 护 生 态 环
境，主动为社区做好事，捡拾绿化带
白色垃圾、擦洗楼道栏杆、清理墙壁

上的小广告等。外出游玩时、小区散
步中，不忘随手捡起地上的果皮、废
纸，总不忘一言一行讲道德，举手投
足见文明。

在家庭生活中，刘茜丹从小就特别
懂事，把爸爸妈妈对她的爱转化为努
力学习、勤俭节约、尊老敬老的动力。
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就开始帮妈
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晚上还帮妈
妈捶背揉肩，给妈妈唱歌，好让妈妈缓
解疲劳。姥姥姥爷年纪大了，她总是
抢着帮姥姥姥爷端水盛饭，想尽一切
办法逗姥姥姥爷开心。

从小妈妈就教导刘茜丹要好好学
习，长大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妈
妈的话刘茜丹铭记在心，她说，要继
续努力学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
报社会、回报学校和老师的培育，做
一名感恩社会、回馈祖国、勇攀高峰
的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通讯员 王利俊）内蒙古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首
府创城工作，积极响应自治区文明
办、教育工委和市委、市政府号召，第
一时间把同城联创共建列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内容，实事
求是精准施策、一心一意服务社区。

成立专班，明确职责。同城联创
共建首府全国文明城市协调会后，学
校党委第一时间成立书记和校长挂
帅、分管副书记和副校长直接领导、

宣传部牵头抓总，组织部、党政办公
室、后勤管理处等相关院部全力配合
的创建工作专班，同时要求在学校党
史学习教育中突出“学史力行 创建
为民”主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持
续推进各项工作。

及时调研，达成共识。学校有
关负责人多次深入赛罕区大学西路
街道办事处群英社区，就包联煤田
小二楼小区环境卫生、设施维修、宣
传阵地等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由

学校后勤管理处组织专门绿化人员
清理了煤田小二楼北区杂物、杂草，
修剪树木，拆换、重建了 2个砖混单
元门台阶，维修了东西 2处围墙，清
运垃圾 3车，并重新抹灰、喷涂防水
材料，解决了社区环境卫生和基础
设施薄弱问题；由党委宣传部统筹
协调，会同相关部门重点安排宣传
墙、宣传栏设计绘制、布置展示等事
宜。

宣教先行，营造氛围。学校党委
宣传部会同团学部门，充分利用官微
和校园宣传阵地，持续开展线上线下
动员，广泛开展同城联创共建宣教活
动。

本报讯（通讯员 渠衡瑛）重阳节
当天，回民区第四幼儿园特意邀请了
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园

参加活动，还邀请了社区的老人，为
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

各班老师先向孩子们介绍了重阳

节的来历以及相关故事，引导孩子们从
小要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活动中，
孩子们亲手制作了礼物，为爷爷奶奶送
上节日的祝福，表达对长辈的爱。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了重阳节
的传统文化，让敬老、爱老的良好品质从
小根植在孩子们心中。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服务社区助力创城

回民区第四幼儿园开展重阳节暖心敬老活动

我们的节日·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