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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至19日，我们一行8人赴内蒙古

额济纳检验检疫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根在基

层，走进一线”调研实践活动。这一周的时

间虽然短暂，但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触

动，这次独特的调研经历除了让我们了解到基

层一线的执法工作状况外，更重要的是认识了

解了一支默默地在大漠边关守护着国门的“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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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扎根在大漠深处的胡杨

内蒙古额济纳检验检疫局调研团  国务院法制办  赵  英

一线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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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超

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调研之前，也在网上搜寻了一番

当地的情况，了解到这个面积十一万平方

公里，地域比浙江省还要大的额济纳旗，

人口却只有一万五千多，大部分区域为

无人居住的沙漠。离呼和浩特市有一千多

公里，坐火车要十七八个小时。因此对于

当地的环境条件算是已有心理准备，可当

我们深入到那里，真切感受到那里的环境

后，每个人还是感慨不已。晚上从呼和浩特乘

火车出发，第二天早上醒来，透过车窗玻璃望

出去，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滩，第一

眼感受到的是震撼；当火车行驶了一上午，几

百公里过后仍是蔓延到天际的戈壁滩时，心里

有些按捺不住了，大家开玩笑说，过去被发配

边关的地方也要好过这里吧。

我们到达后才了解到，即使这十七八个小

时的火车也是去年才通的车，由于是单轨，两天

才有一趟，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幸福了，在此之

前，他们开车去一趟呼市要花整整两天时间，中

间还要在乌海住一晚上。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也与我们平时所

认识的县城有着巨大反差，除了检验检疫局所在

的大街上有几栋像样的大楼外，放眼望去，几乎

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楼房。新修的宽阔马路上几乎

看不到车辆的影子。当我们为如此冷清的小镇唏

嘘不已时，检验检疫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还不

错了，他们2006年建局的时候，这里全是低矮的

小平房。他们还告诉我们，等明天到了口岸，就

知道这已经算是人口稠密，热闹繁华了。

我们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颠簸，行程76公

里，赶到位于中蒙边界的策克口岸时，又一次打

破了我们对于人烟稀少的概念底线。这里除了口

岸大楼和检验检疫、边检及海关的宿舍，就是煤

灰飞扬的煤场。

这里由于纬度高，紫外线异常的强烈，刺

眼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冬天气温在零下二十

几度，暖气烧得也不好，很多人手脚都生了冻

疮；夏天最高温度达到了四十多度，地表温度能

达到六七十度，一天工作下来，大家汗出得跟水

浇的一样。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这里的沙尘暴，

作为北京沙尘暴的起源地，这里一年四季的风沙

都没有停止过，作为主要进口蒙古原煤、出口水

泥的一个口岸，稍稍刮起的风沙就能把人糊得浑

身是灰。前两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在额济纳境内

的马鬃山地区慎重考察后，作出的是令人寒心却

又合乎实际的结论：这里属于世界上人类无法立

足的生命禁区之一！

由于位置偏僻，口岸食堂一般一周出去采

购一次食物，因此想要在这里吃上新鲜的蔬菜，

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他们开玩笑地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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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葱爆羊肉，一盘子全是羊肉，找不着葱。因为

地处荒漠，土地盐碱化严重，喝的水含盐碱非常

高，加上常年风沙大，大部分人年纪轻轻就一身

的毛病，有个叫曹枝扬的小伙子，体检时发现高

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问题，他开玩笑地

说：“大夫说，这是三十岁的年纪，六十岁的身

体，甚至说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由于长

期用盐碱水洗头，大部分小伙子的头发都开始严

重脱落。

事实上，正如他们所说，自然环境的艰苦

倒还在其次，都可以承受，关键是内心的寂寞，

常年缺少交流和沟通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

力，是难以克服的。而到了适婚年龄的小伙子，

由于常年工作在口岸，小镇的适婚女青年又非常

稀少，导致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偶尔萌芽

的爱情也经常因为距离的原因最终无疾而终。

二、做出的成绩之大，在当地的威望之

高，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额济纳检验检疫局是2006年开始筹建，

2007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最初是租借安全局

的11间房子开始起步。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

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赢得了广泛赞誉。

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现在的检验检

疫局办公楼、家属楼所在地，以前就是一片

乱石从生的荒漠戈壁滩；而在口岸，一幢气

派的办公楼和现代化的煤车通道检验设施已

基本完工。更令我们吃惊的是，除了“国检

之家”、办公楼分别是总局和地方政府拨款

修建之外，其他的完全是他们自筹资金。面

对这一切，戎子斌局长只是淡淡的一句，这

都是给逼出来的。不能租房子办公，也要给

这些在这里默默奉献青春的年轻人一个家，就

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促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优质

工程。

正是靠着一股子拼劲，他们在工作上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在只有17名正式职工的情

况下，每天的过货量已经达到了4万吨，工作得

到了地方党委、政府、进出口企业等各方面的

认可，额济纳检验检疫人在这片荒漠里站稳了脚

跟。该局先后被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授予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绩突出单位”、“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共建文明口岸先进单

位”，连续三年被自治区各级团委授予“青年文

明号”荣誉称号。2009年，被评为“额济纳精神

文明单位”。2010年，被阿拉善盟盟委、行署授

予“献礼建盟30周年先进单位”。2011年，该局

局长戎子斌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质检

总局联合授予全国质检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

三、这支队伍之团结，精神状态之好，超

出了我们的想象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额济纳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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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中的17名公务员来自五湖四海，无一

当地人员，离家最远的有4000多公里，聘用的

临时工作人员也有一多半离家700公里以上，

领导班子3人全部两地分居。是什么让这样一

支队伍扎根边陲小镇，默默坚守？在几天的朝

夕相处中，我们找到了答案。首先是有一个身

先士卒、领导有力的领导班子，才能带领出一

支团结的队伍。局党组书记、局长戎子斌不仅

是当地人眼中的能人，更是这些“孩子们”心

目中的偶像。他为争取来建设资金，开展口岸

工作，曾在2006年9月至2007年初，短短半年

时间，创下了车行8万公里、日均驱车400多公

里，每日有半天时间都在路上的记录。为了保

证施工质量，他亲自当起了监工，在夏季酷热

难耐的巴丹吉林沙漠，拖着股骨头坏死的腿，

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给局里的

小伙子们找对象，各种方法都用上。只要有较

为合适的对象，局长都会亲自出马，专门摆下

宴席邀请那位女同志参加，介绍给局里的单身

小伙子认识。正如他所说，在这么一个偏远的

地方，我们靠什么留人，就是靠待遇留人，靠

位置留人，靠感情留人。

程占元副局长从部队转业到额济纳局。

2007年，他患上了甲状腺瘤。当地医疗条件十

分有限，无法进行治疗，只好赶回呼和浩特市

做了手术。手术后，他只休息了几天就急忙赶

回了额济纳旗。

2006年，史纳新副局长到这里工作时，孩

子还在上小学，如今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她

依然在这里坚守，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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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工作第一线，只能将一个母亲的牵挂和思

念深藏在心底。

在戎局长眼里的这群“孩子们”，绝大

多数都是年轻的80后，平均年龄不到29岁。一

张张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上，显现出

超过他们年龄的成熟，眼神中都透露出刚毅和

坚韧。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铁军”，在这大

漠边关一守就是六年。当中很多人都是两地分

居，常年见不到妻子，照顾不了孩子。问他们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他们只是憨憨一笑说，

戎局他们都能抛家舍业地留在这儿，一心为口

岸谋发展、为我们谋福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干下去。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天

天与寂寞相伴，他们依然充满朝气，不仅工作干

劲十足，生活也时时充满欢声笑语。在晚上的联

欢活动中，完全由他们自己策划编排的节目，新

意十足，小品、歌曲、舞蹈、诗朗诵、民族服饰

展演等节目，每一个都让人赞叹不已。

有人说，你们甘愿把青春奉献给祖国边

疆，你们可歌可泣！而他们自己说，其实没有那

么伟大,只是因为那份不一样的爱，你撇不下。

胡杨，大漠深处的胡杨，为什么有许多

心酸你没有唱过？为什么有许多心事你没有吐

露？穿越地狱的过程，让我知道：活着，千年

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腐！

见微知著

蒙城计生服务站调研中

那些平凡而感人的话语

短短几天的调研中，基层计生工作者不经意间朴实无华的话语往往带

给我们感动和震撼：

★作为一名计生服务人员，工作辛苦不说，还经常受到育龄妇女和家

属的不理解不配合。而当服务对象微笑着离开服务站时，那一份满足与喜

悦，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是找到自己的价值的快乐。

——蒙城计生服务站妇产科  高  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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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工作就是要有一种殚精竭虑、全然忘我、上瘾成癖的精神境

界，要有一种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要有一种干就干好、精益求

精、誓争一流的工作标准，要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              

——蒙城计生服务站B超室主任  刘蒙丽

★做人要讲责任，做事也要讲责任。在开展避孕节育四项手术、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中，严谨务实，认真服务，精益求精，就是有责任的表现。               

——蒙城计生服务站妇产科  杨桂华

★光有精湛的技术而没有爱心，不懂得关爱服务对象，不懂得站在

服务对象及家属的角度去思考，是算不上一名好的服务人员。学会换位思考，

学会与服务对象沟通，解决服务对象不配合的心理，引导他们主动接受服务，

处处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是我们计生服务人员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蒙城计生服务站B超室主任  刘蒙丽

★一切为了服务对象，为了一切服务对象，为了服务对象的一切。  

——蒙城计生服务站副站长  张洪涛

★考评不是目的，让人民群众满意才是最终的目标。群众不满意，

工作没意义。

 ——蒙城计生服务站站长  陈建军

★计划生育工作不仅仅是一项社会活动，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只有

把育龄群众、服务对象当作自己的亲人、朋友，才能做好工作。                     

——蒙城计生服务站妇科检查室 王主任

★上面千跟线，下面一根针，计生工作各项部署最后都要落实到我

们身上，我们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计划生育是国策，

计生工作不做不行，做不好更不行。          

——庄周镇计生办  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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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到的不仅是

学生的朗朗读书声，更是

渴望知识的心声……

学校为孩子们准备的午餐，保证他们健康

成长。

（河北平山营里小学调研团）

种红柳成果，每年气象站同志都要种植大

量树苗，但受极端恶劣风沙影响，存活下来少之

甚少。

清晨八

点，拐子湖气

象站5名式作

人员带领调

研团成员们

开始了他们每

天例行的治沙

工作——沙

漠种红柳。

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成果显著，大家都

希望小红柳快快长。

（内蒙古拐子湖调研团）

九江车站

调度在忙碌地

工作。保证车站

运行顺畅。

九江车务段行车安全行车637天。保障一方

行车安全。

（南昌客运段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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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发改委宁夏一七七

处调研团徐套九年制学校“安康”图书馆授牌。

知识是

载体，我们

来传递。孩

子们对知识

的渴求深深

地触动了每

一个调研团

团员的心。

我们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我们将不断汇聚……

调研团与孩子们开展互动交流。大家用自

己的经历鼓舞孩子们为了美好的明天奋发努力。

孩子们质朴的语言和纯真的眼神也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45分钟的交流，也许无法让孩子们的知

识增长半毫，无法让孩子们远离贫困一分，但我

们愿意努力，愿意付出，只为希望。

（发改委宁夏一七七处调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