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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市集春意浓过年出游合家欢
——春节假期各地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走基层新春 青城欢乐年

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

春节不停诊 市民健康有“医”靠

赏非遗 品书香 看电影

在青城感受新春“文艺范儿”

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六论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老丁的新春计划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五道沟
“丁家院”是武川县大青山乡五道沟
村农家乐，全名“老丁绿色农庄”。
兔年春节，丁家院的主人丁瑞生格
外有心气儿，年根里忙着置办年货，
和老伴儿又是炖肉、炸糕、炸麻花，
又是贴春联、挂灯笼，准备在新春开
门迎客。

“ 老 丁 绿 色 农 庄 ”于 2007 年 成
立，依托武川县哈达门高原牧场景
区和武川县地方特色美食，一直以
来运行良好。2020 年起因疫情乡村

农家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去年
12 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老丁又
重新树立了信心，准备在春节后好
好经营农庄。趁着春节农闲，老丁
储备了经营农家院所需食材，采购
了当地优质的莜面、土豆、荞面，准
备自家的跑坡羊、农家猪肉、笨鸡
蛋、豆芽、炸糕等地方农家肉菜，为
春节期间来的客人备料。

这几天，村里常年外出打工的
年轻人也陆续回来过年了，老丁只
要一有空就找这些脑子活溜的年轻

人探讨农家院的经验之道，了解其
他地区经营农家院的成功经验。乡
亲们都鼓励他继续好好干，给了他
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得益于建设新
农村政策，我市近几年要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我一定要紧跟党的好政
策努力奋斗，大干一番，把农家院经
营好。”

这几天，老丁还联系了武川县
民间艺人，准备在农家院表演歌舞，
让游客们体验“烤旺火、唱山歌、吃
农家饭”的别样年味。

本报讯（记者 苗青）由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主办、市体育局协办的“多
彩青城·潮玩新春”——2023 年呼和
浩特东河冰上嘉年华即将于 1 月 29
日（正月初八）在东河劳动公园启
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工作人员在春节假日期间
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准备迎接各方宾
客的到来。

本次嘉年华活动积极抓住我市优
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时代新国潮双
重元素，充分利用传统表演、非遗展
示、冰雪运动、创意市集等多元化活动
形式，灵活采取板块拼接、有机融合的
整体活动策划，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
全时段沉浸式的多元文旅新年体验，
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

为满足不同市民的多样化的娱乐
需求，本次嘉年华活动设计了形式多
样的娱乐活动，包括既传统又有新意
的“冰上九曲”，赏灯、打卡必游的冰雪
闹花灯，创意十足的文创市集，时尚热
闹的新年俗——冰上音乐节，以及时
下最火热的冰雪户外露营等活动，不
断鼓浓春节气氛，营造热闹喜庆的春
节氛围。

多彩青城 潮玩新春

东河冰上嘉年华正月初八欢乐开启

本报讯（记者 耿欣）春节假期，许
多市民不忘体验文化乐趣，他们学剪
纸、进影院、逛书店，与亲朋好友相伴，
在非遗传承中、在观影热潮中、在浓墨
书香中共度新春佳节。

春节假期，张先生回到老家清
水河县陪奶奶过年，除夕这天，今年
89岁高龄的奶奶兴致盎然地教他剪
纸。张先生说：“奶奶现在剪的叫

‘云子’，是旺火上面用的，这是以前
村里的一种传统习俗和讲究。希望
我们不忘传统文化，能一代代地学
习传承下去。”一个耐心教，一个认

真学，不一会儿，便剪出了形态灵
动、细节满满的一张张图案精美、造
型各异的剪纸作品，寄托着祖孙俩
对新年的美好祝愿。看着孙子的一
张张剪纸有模有样，奶奶非常欣慰，
一家人其乐融融。

大年初二，在万达影院，赵女士和
父母正等待工作人员检票，“今天带父
母看场电影放松放松，他们辛苦了一
年，作为子女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和
奉献，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常年在呼
和浩特工作的赵女士说，由于工作原
因，她很少有机会陪伴父母，今年她把

父母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过春节，带
父母看看电影、散散心，让他们感受到
子女的关爱和新春的欢乐。

大年初三，杨女士带着12岁的儿
子来到新华书店精心挑选书籍，她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春节我都会和
孩子一起立下读书目标，然后来这里
选购心仪的书籍，希望我们能共同进
步。”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杨女士非常
注重孩子的教育，每到假期都会陪着
孩子到书店读书采购，既能培养孩子
爱读书的好习惯，又能陪伴孩子健康
成长。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大娘，您看
这样行吗？”“行呢，姑娘。”在新城区保
合少镇卫生院输液室里，护士张敏荣
一边调整输液速度，一边询问 82岁患
者常大娘的感受。临近中午，来卫生
院发热诊室看病的人并不多，一上午
就十几个人，输液室只剩下常大娘和
一位大姐。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满足患
者诊疗需求，组建了流动小分队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入户接种新冠疫苗，分
类管理重点人群，组建了微信群指导
居家治疗患者规范用药。”保合少镇卫
生院副院长李辉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我们积极储备了中药、退烧药、止
咳药等治疗性药品，还储备了血氧仪
等仪器，并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开通
24小时紧急转诊通道。”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针对春
节期间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增多
等情况，我市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健康服务管理工作。配合乡镇政府
和村委会及时掌握返乡人员信息，提
示做好健康监测，减少与家中老年人
尤其是合并基础性疾病者的接触，当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相关症

状时，对其提供必要的健康咨询、抗原
检测、用药指导等服务。

与此同时，及时掌握辖区内 65岁
及以上合并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残
疾人、孕产妇、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
重点人员健康状况和疫苗接种情况，
对红、黄标识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做到

“六个落实到位”，即：以街道乡镇为单
位明确各社区网格包保团队落实到
位；完成三类重点人群调查分类并建
立台账落实到位；把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24小时咨询电话和家庭医生联系电
话告知到重点人群或家庭落实到位；
通过多种方式对黄色、红色标识重点
人群每周联系分别不少于两次和 3次
落实到位；动态掌握红色标识重点人
群基础疾病情况和健康状况落实到
位；对重点人群感染新冠病毒或基础
疾病加重等情况时及时指导处置落实
到位，对红色标识感染人员立即指导
就诊转诊，对黄色标识感染人员加强
对症用药指导，每天进行健康监测，症
状持续加重或经评估不适宜居家的及
时就诊转诊。

按照分级分类救治的原则，建立
和畅通医联体内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

道，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合并基础性
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
转诊至有诊疗能力的上级医院。

以社区网格为单位，基层医护人
员入居民微信群，医护小分队巡诊时
对发热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方面进行指
导，包括健康咨询、用药指导、居家健
康监测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呼吁倡
导邻里互助，分享家存药品，帮助邻里
缓解病痛和心理疏导。对有就诊需求
的居民，医护小分队巡诊时进行健康
问诊和提供上门诊疗服务。符合居家
健康监测，提供用药和居家监测指导；
确需就诊，引导其去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就诊，鼓励使用中药。

据了解，春节假期全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建立 24小时值班制度，通过
网站、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等将每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
两部咨询电话向辖区居民公布，保持
24小时通畅，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市
民如有需求，可关注“健康呼和浩特”
公众号，通过《感染新冠不要慌，最全
问诊通道一件收藏！》中公布的电话进
行咨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
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对首府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作出决策部
署，市“两会”对今年我市农业农村发
展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相关地区和部
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努力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点的

“三农”各项工作，切实提升首府农业
农村发展水平。

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要夯实
农业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产业振兴是提升
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回首过去一年，首府
保持定力谋产业，围绕“种养加”努力
做精一产，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80万吨
大关；新建续建规模化奶牛牧场24个、
投用 16 个、新增奶牛 4.1 万头；完成高
标准农田建设 37 万亩，新增设施蔬菜
1212亩、露地菜1.3万亩。在新的一年

里，首府将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市“两会”工作
部署，在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方面，提
前做好设计、规划和前期准备。在设
施农业建设方面，结合“菜篮子”工程，
明确目标任务，加快组织实施。在规
模化高标准牧场建设方面，深入落实
好“奶九条”等政策，确保完成新建续
建 10 个规模化奶牛牧场、新增奶牛 6
万头以上目标。

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要激发农
村活力。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只有长远谋划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才能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首
府作为草原都市，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
农业，培育休闲观光、采摘体验、赏花品
果等业态，促进一产与二三产业深入融
合，是激发农村活力、推进乡村振兴的
有效措施。在新的一年里，首府要引进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20 个，创建国家
级、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园各1个。这
就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不仅要加强人
才培育，还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推动
人才下沉一线、扎根农村。要畅通人才
渠道，做好培育高素质农民、青年农牧

场主和致富领头雁、农技推广人才等工
作，让人才活水灌溉乡村沃土，让农业
农村焕发永久活力。

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要打造
宜居乡村。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
义。去年，我市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完成农村户厕改造1.7万
户，恼包村被评为国家级美丽乡村，水
磨、章盖营、野马图村等57个村入选自
治区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

对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对
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新的
一年里，首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要持续巩固农村“七配套”建设成
果，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
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在
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和打造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乡镇、村等方面下
足功夫，以点带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努力在自治区乡村振兴中走在前、作
表率。

乡镇市集上年货琳琅满目，返乡人忙着采购；都
市商圈里，餐厅生意红火，商品畅销；“北赏雪、南避
寒”的长线游预订火爆，各地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
呈；自然风光和非遗灯彩，因为数字技术的引入焕发
活力、助力激活消费……记者在全国多地见到，今年
春节假期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
强劲的内生动力。

城乡市集火热 餐饮年货消费旺
清晨 7时许，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香山老街上，

炒货干货、活禽水果、鞭炮香烛商品一应俱全，商贩
们沿路吆喝，往来行人不时驻足询价，构成一幅新春
农村赶集年俗画。73岁的夏应合走了 2个小时路赶

来，背篼里整整齐齐码放着自家地里种的新鲜白萝
卜。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大鱼大肉，解腻的萝卜卖
上了好价钱！”随着萝卜销售一空，老夏从卖家变买
家，在集市上挑选心仪的年货。因疫情许久没有回
家的女儿和外孙今年回家团圆，老夏要烧一锅女儿
最喜欢的海带腊肉汤。

蔬菜油绿，卤肉飘香……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北杜街道年货大集绵延近两公里。在浙江嘉兴
的工厂里上班的杜龙朝和王盼盼夫妻俩返乡后早早
前来赶集，兴致勃勃为孩子和亲戚们选购礼品。

（下转第4版）

这里的年味十足
“这样的古街和灯笼、春联最搭了，

节日氛围特别好，三年来第一次回老家
过年，小时候的记忆都回来了。”来自北
京的游客赵海燕说。

1 月 23 日农历正月初二，在玉泉区
塞上老街，处处可以感受到节日的喜庆
氛围，满眼是红红的灯笼、中国结、烫金
的春联，寒冷的冬天与热闹的老街相映
成趣，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据了解，从正月初六开始，各种文艺
活动在塞上老街火热举办，包括传统社
火表演、文艺演出、非遗美食体验活动、
非遗项目展示体验互动活动等，通过形
式多样的活动展现城市文化内涵，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回家的感觉真好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说起除夕

年夜饭，家住新华大街的张玉莲大妈
乐得合不拢嘴，尤其是老姐妹间唠家
常，她更是打开话匣子，因为今年在外
地工作的小儿子带着妻儿回来陪她过
春节，三年了，一家人终于团团圆圆的
吃了顿年夜饭。

从2020年春节起，响应就地过年
的号召，小儿子一家就没回过家乡。
从那年起，张大妈总是隔着屏幕与儿
子、孙子视频聊天；从那时起，有点闲
时间，小儿子开始进厨房练手艺，有事
没事，就会与老母亲视频，讨教烹饪要

点，询问火候，时不时还会晒一晒饭
菜，让母亲夸一夸。一来二去，托县炖
鱼、莜面窝窝这些家乡菜成了他家里
的日常菜，可是吃来吃去，他总觉得少
点啥，尤其是母亲每年都寄来扒肉条，
这是年夜饭必吃的主菜，也是妈妈的
拿手菜，可是寄来的吃起来总感觉少
了点啥。

今年，元旦过后，得知小儿子一
家要回呼市过大年，前段时间身体还
抱恙的张大妈一下来了精神，忙里忙
外，采购年货，其他儿女看在眼里总
会说：“需要买啥做啥，说一声，我们

跑腿，我们干，您别累着，注意身体。”
老人却说：“三年了，老疙瘩终于可以
回家过年了，累点我也高兴，今年的
除夕年夜饭，一定要让他好好吃顿软
溜溜的扒肉条。”

这不，除夕夜，一大家人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
饭。饭桌上，小儿子一筷子夹起肥瘦
相间的扒肉条，沾着腊八醋，一口一
片，口感润滑，他连连感叹：“原来有妈
妈的陪伴，家乡的味道才更浓。”

话音刚落，张大妈笑开了花：“孩
子们在身边，就是我的幸福团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