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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女排姑娘们以 野十一连胜冶 的辉煌战绩
赢得 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时袁 徐峥导演在微博
上写道院 野为什么在看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老是会
让人想哭呢钥 我想中国女排有一种超级的能量袁 这
种能量不仅仅是体育袁 也不仅仅是胜利袁 她是一种
生命力浴 她会感染你袁 让你在感受到喜悦尧 振奋尧
坚毅的同时袁 还能体会到一种隐忍的尧 令人肝肠寸
断的情感遥 这真的是一种大美啊浴冶

徐峥的这段话道出了很多人对中国女排的感
受院 她是一种生命力袁 更是一种精神力袁 有着巨大
的磁场袁 将一个民族千千万万的个体凝聚在一起浴
正如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之 叶夺冠曳 故事中上海老弄
堂里人们围着一台电视
机看女排首次夺得奥运
会冠军时的兴奋一样 袁
拼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
共振袁 让冬冬放弃懵懂
的 野初恋冶 小美袁 选择
扶天线成全大家对女排
赢得比赛的期待 遥 在
野小美冶 和 野大家冶 的抉择中袁 折射出女排精神的
野小我冶 和 野大我冶袁 折射出中华民族精神的 野无
私冶 与 野奉献冶遥

中国女排从体育竞技上升为 野国家精神冶袁 一
代代女排姑娘们用团结尧 奋斗和坚持的精神捧回了
10个世界大赛的冠军遥 她们在赛场上永不言弃的
拼搏袁 赛后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袁 也激励着亿万中
华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奋斗诗篇袁 共谱民族传
奇浴

中国女排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袁 在于她有着生
生不息尧 薪火相传的 野精神力冶袁 这种 野精神力冶
能够激活人的创造力尧 战斗力袁 激发人们在困苦中

绝境逢生袁 在荣耀中保持定力遥 这恰如郎平所言袁
野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袁 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袁
也竭尽全力遥 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袁 但站起来
抖抖身上的尘土袁 依旧眼中坚定冶遥

人是需要精气神儿的袁 一支球队如此袁 一个国
家尧 一个民族更是如此遥 这股子精气神儿关乎尊
严尧 关乎血性尧 关乎希望尧 关乎命运袁 因为前进的
每一步袁 都需要 野一分一分去拼冶遥 少了精气神儿
的支撑袁 就容易得 野软骨病冶袁 是很难 野立冶 起来
的遥

永不放弃袁 在绝境中创造奇迹遥 2016年里约奥
运会袁 中国女排险阻重重袁 小组赛接连失利袁 跌跌

撞撞才晋级袁 在出局的边缘袁 靠着不服输的拼劲尧
打不垮的韧劲袁 比分一分一分咬袁 比赛一场一场
拼袁 最终上演了一场璀璨的 野逆袭冶袁 或者说 野进
击冶袁 在 12年之后袁 她们再度举起了奥运会冠军的
奖杯遥 正如美国媒体的评论院 中国队证明了重要的
不是怎么开始比赛袁 而是怎么结束比赛遥 在逆境中
拥有希望袁 团结起来袁 才能拯救自己浴 女排姑娘们
用一场胜利诠释了永不言弃袁 用顽强拼搏的勇气尧
砥砺超越自我的追求让中华民族拼搏进取的精神闪
耀世界袁 诠释了中华民族 野可以被打败袁 但决不能
被打倒冶 的民族气魄遥

谦卑与敬畏袁 成就更好的自己遥 在 2019年女

排世界杯比赛中袁 面对 野五连胜冶 野八连胜冶 野十
连胜冶 的荣耀成绩袁 从郎平指导到女排姑娘们袁 个
个气定神凝袁 没有丝毫的骄傲遥 面对每一场胜利后
媒体的盛赞袁 她们表现出的都是冷静和清醒袁 忘掉
成绩袁 总结经验袁 去准备下一场比赛遥 即使面对实
力不是很强的对手袁 她们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比
赛袁 始终保持着对体育精神的敬畏遥 不轻敌尧 不忘
形袁 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历练技能水平的 野战场冶遥

拼搏与进取袁 命运才能握在自己手里遥 从起步
到巅峰袁 从巅峰到低谷袁 从低谷到崛起袁 从崛起再
到巅峰袁 尽管一路曲折袁 中国女排姑娘们用拼搏与
进取尧 汗水与勤奋袁 释放着 野我命由我不由天冶 的

洪荒伟力遥 她们留给球迷
的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袁 但
是背后的痛苦是我们无法

想象的遥 为了能够 野升国
旗尧 奏国歌冶袁 她们身负
伤病袁 贴满胶带袁 仍然在
赛场上与对手 野厮杀冶曰
为了节省训练时间袁 她们

吃着从酒店带来的饭团充饥曰 为了提升技术袁 给对
手带来 野杀伤力冶袁 她们刻苦的程度让人敬畏袁 甚
至臂力超过很多男性运动员遥 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
和荣耀袁 耀眼的光芒都是平时汗水折射出的色彩遥

中国女排的成绩袁 不光有 野精神力冶 的强大作
用袁 更有与时俱进的后勤保障袁 科学公平的人才选
拔机制等遥 无论面对怎样的形势袁 都永葆奋斗的向
上姿态袁 这才是女排精神真正弥足珍贵的地方袁 也
是让平凡的你我去创造不平凡的精神动力遥

从野中国女排精神冶解读野精神力冶
阴 张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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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国庆节袁当大家都沉浸
在长假带来的惬意悠闲中时袁江西省
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地质勘查分院
院长李金燕和他的团队却坚守在赣
南地质扶贫一线袁以地质人的实际行
动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遥
他们此次施工的赣南地区安全

饮水水文地质调查项目袁是江西局地
勘院首次承接的区域性饮水水文地
质专项调查工作遥项目旨在与深度饮
水困难地区进行需求对接袁开展详细
水文地质调查袁并通过钻探成井袁为饮
水困难群众提供安全用水保障袁助力
精准扶贫工作遥

勇于担当 精准扶贫助民生

赣南革命老区是全国较大的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袁 项目所在的赣南四
县渊赣县尧兴国县尧宁都县尧于都县冤农
村人口多袁贫困人口基数大尧分布广袁
生活没有自来水袁挑水难尧水井浅尧水
质差遥 赣南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关键决
胜阶段袁 赣南饮水安全项目作为中国
地质调查局服务赣南扶贫的重要项
目袁 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脱贫攻
坚工作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基本目标的
实现遥 在接到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任务书后袁 李金燕立即组
织部门精干力量前往项目所在
地要要要赣州市宁都县袁 着手开展前期
工作遥

李金燕带领项目部成员深入偏僻
的饮水困难山区袁 实地走访了项目所
在地的乡村干部及缺水山区群众袁扎

实开展饮水困难群众的调查摸排工
作袁以保证饮水需求精准对接遥面对繁
重的施工任务袁他带头放弃节假日袁带
领项目组成员在中秋节尧 国庆节期间
坚守岗位袁 全力以赴袁 白天忙调查对
接袁组织钻机施工水井袁晚上挑灯夜战
整理钻探和调查资料遥 水井钻探施工
完成后袁 他们按照水文地质勘查规程
开展了 72小时的抽水试验遥作为项目
负责人袁 李金燕主动承担起值晚班的
任务袁 他还开玩笑地说袁野明天可以迎
着太阳下班了遥冶

为民办实事袁 群众自然也会有所
回应遥 位于宁都县青塘镇青塘中学的
一处水井出水情况达到每天 800立方
米且水质良好袁 青塘中学校长伍鹏峰
将一面写有野技术精湛出甘泉 饮水铭
记地质人冶的锦旗送至项目部袁激动地
说院野非常感谢江西局地勘院袁 解决了
困扰我们 20多年尧 涉及 2000多名师
生的饮水安全问题浴冶

其实袁 赣南饮水安全项目并不是
李金燕带领团队开展的第一个地质
扶贫项目遥 早在 2016 年袁 他便先后
参与了赣县尧 崇义尧 信丰等地区的农
业地质调查项目遥 2017 年 5 月袁 单
位指派李金燕担任于都县农业地质
项目负责人遥 在接到任务的第二天袁
他便匆匆收拾好行囊赶到项目部遥 他
与同事一路向南袁 走遍了项目调查区
的所有山间小路袁 选好每一条线路袁
采好每一个样袁 保证每一个土壤样品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遥 面对全然陌生的
领域袁 他认真学习尧 虚心请教袁 坚持
扎根在项目一线袁 逐渐掌握了农业地
质调查的新技能遥 三年来袁 农业地质
扶贫工作硕果累累袁 共为赣南四县查
明了 71.24万亩的富硒土壤袁 为赣南

土地开发尧 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遥

敢闯敢试 转型升级结硕果

作为技术部门负责人袁李金燕经
常思考如何在地矿经济下行的形势
下推动地勘工作转型升级遥响应国家
生态文明战略袁主动作为袁向非煤地
质勘查和服务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转
型袁就是李金燕探索到的答案遥

近年来袁 李金燕带领团队积极
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号召袁 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袁 秉承 野地质+冶 理念袁 有
力地促进了地质延伸产业的发展遥
先后实施了鄱阳莲花山矿业尧 弋阳
旭日铜矿等绿色矿山实施方案项目袁
为矿山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遥

野近三年来袁 我们积极推进地勘
转型工作袁努力向非煤炭类勘查领域
转型袁先后完成了包括铅山县某铅锌
矿尧横峰县大山岗瓷土矿尧铅山县化
烟岭花岗岩矿详查等在内的一批金
属尧非金属矿产勘查项目遥冶谈及地勘
转型袁李金燕充满了自信遥在今年 6月
底举行的江西省地勘基金项目新立
项目论证会上袁地质勘查分院申报的
崇仁县三山红柱石矿预查项目顺利
通过了专家论证袁这也是该院首次获
得非煤炭类地勘基金项目遥9月底袁李
金燕编制申报的叶赣南地区农田重金
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应用研究曳顺利
立项袁标志着地勘院将在全局范围内
率先开展土壤修复技术领域研究遥
野这类非煤地质勘查项目的实施袁不
仅提升了地质勘查分院的非煤地质
勘查技术实力袁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向

非煤地质勘查方向转型升级的信心遥冶
李金燕信心满满地说道遥

强化党建 战斗堡垒更坚强

基层党建至关重要袁李金燕担任
党支部书记以来袁从规范支部制度建
设入手袁为地质勘查分院各项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扎实的政治保障袁充分发
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构建了
一支助力全院转型发展的先锋队遥

野目前袁分院职工中有党员 11人袁
占比超过了 60%袁 党员们在工作岗位
上积极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遥为规范
党组织生活袁有条件的野外项目部都
建立了临时党支部遥冶李金燕介绍道遥
通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袁 组织支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多种
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袁地质勘查分院
切实将党建工作与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袁达到了抓党建尧促生产的目的袁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近年来袁地质勘查分院多次荣获
江西局尧地勘院野先进集体冶称号袁今年
2月袁地质勘查分院还荣获了野江西省
青年文明号冶称号袁成为了该年度省直
团工委成功入选的 9个集体之一袁也
是全局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遥

岁月不居袁时节如流遥如今的赣南
大地袁赣南饮水安全项目进展如火如
荼袁一股股惠民清泉清澈甘甜袁流进了
千家万户遥李金燕坚信袁只要不忘初
心袁发扬野三光荣冶精神袁在平凡的地质
岗位上一定可以实现人生价值袁为国
家和社会作出贡献遥

助力脱贫勇担当 不忘初心敢作为
要要要记江西局地勘院地质勘查分院院长李金燕

阴 李贤飞 邹雅思

青塘中学为江西局地勘院送上锦旗

地质人风采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袁 山西省地质矿产研
究院煤研所党支部积极响应党总支
号召袁 坚持主题教育与业务工作高
度融合尧 互相发力袁 做好尧 做细每
一个环节袁 有力促进了工作效能再
提升遥

业务承揽方面袁 党员职工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袁 积极承揽了中冶
三勘院煤质全分析业务尧 临汾能源
局及晋能公司等单位的有害元素分
析业务尧 中科院煤化所的微量元素
分析业务及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太原 2019 年化
验外委项目等业务遥目前袁已完成目
标年产值的 103%遥

土壤有机扩项方面袁土壤 VOC

65项测试项目仪器设备已调试至正
常状态袁基础测试条件摸索完毕袁部
分分峰工作条件正在摸索中遥 石油
烃和农药类测试项目由于原料购买
涉及易制毒尧易制爆药品管制袁正在
积极沟通中遥 土壤无机项目实验室
已基本改造完毕遥

新业务拓展方面袁 煤研所对标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及煤炭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袁 致力于新
业务拓展工作遥目前袁煤研所正在进
行煤的基氏流动度测定尧 焦炭反应
性及反应后强度测试项目的市场调
研工作遥

山西局研究院煤研所将继续深
入推进主题教育袁 并将其中的好经
验尧好做法持续推广袁努力为研究院
转型发展添砖加瓦遥

宋 兴 丁琛哲

共同搭建学习交流互助平台
10月 15日袁 中煤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团委一行五人到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共青团工作学习交流遥 交流

会上袁 中煤建工团委书记周炜就团队建设尧 阵地建设尧 主题活动尧 青年品牌等工作进行了分享交流袁 参会团干
部结合工作实际谈了感想体会遥 会后袁 翻看了内业台账资料袁 并就当前如何与时俱进地开展好共青团工作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遥 邱 瑾 摄影报道

10月 12日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党委
举办了党支部书记培训班遥 培训由局
党委书记王青平主讲遥他依据叶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渊试行冤曳袁讲解了党
支部建设的条件尧意义尧基本任务尧日
常工作和机制袁主题党日活动袁组织生
活会袁野三会一课冶袁党支部委员会的组
建袁支部书记应具备的条件袁支部文档
材料归类等内容袁随后他还结合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对支部提
出的工作要求及软弱涣散党支部的特
点等进行了讲解遥参训人员表示袁将进
一步加强党建知识和理论的学习袁增
强履职尽责的使命感尧 责任感和与之
相适应的工作能力遥 郭 茜

近日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举办了事
业单位人事政策培训班遥 本次培训邀
请宁夏人社厅事业处专家袁 对宁夏事
业单位基本情况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的目标任务尧 重点内容等进行了
简要介绍袁 重点对岗位设置尧 岗位聘
用尧考核尧奖惩及在岗位设置管理工作
中单位用人自主权等内容进行了授
课袁 并解答了参训人员在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遥通过培训袁参训
人员系统掌握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
策袁熟悉了人事管理业务袁进一步理清
了工作思路袁 为宁夏局今后加强和规
范人事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遥 刘立中

10月 10日袁浙江煤炭地质局组织
新提拔干部及部分干部家属 49人前
往浙江省法纪教育基地袁 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遥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袁参观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历程展尧 警钟
长鸣案例展袁 听取在押职务犯罪人员
现身说法袁观看监狱实时监控场景尧警
示教育片等形式袁 参加活动的人员切
身感受到野贪腐一念间袁悲喜两重天冶
的含义遥大家表示袁一定要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袁牢固树立党纪野底线冶
和法律野红线冶意识遥 刘玉宁

10月 9日袁 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
队邀请年度法律顾问要要要闽南师大法
学院蓝潮永教授结合职工切身利益保
障问题袁 为该队职工进行了一场法律
知识讲座袁 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及实体
管理人员参加遥 蓝潮永用通俗易懂的
讲解方式为大家讲述了叶社会保险法曳
下的社保体系尧 社保责任与社保争议
处理实务尧 社保筹划与社保成本控制
策略等内容遥他还结合现实中的案例袁
从操作层面出发袁 对如何在实际工作
中控制风险尧 防范风险等方面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袁 全员表示获
益匪浅遥 林绿萍

10月 8要11日袁 第一勘探局物
测队组织队领导班子成员尧 各部门
负责人及各党支部书记开展了 野不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集中学
习研讨袁进一步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增
强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紧
密结合全队改革发展袁高标准尧高质
量地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遥

学习期间袁 队领导班子带领与
会党员干部认真研读了 叶习近平关
于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论述摘
编曳 叶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
编曳 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曳 叶主题教育及
党建应知应会手册曳 等遥 同时袁 就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尧 党风廉政建
设尧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袁 如何推进
企业改革袁 如何着力解决职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等展开了集中研讨袁
增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尧
实效性和感染力袁 提升党员干部的
党性修养和业务能力遥
物测队党委书记尧 队长张海平

在学习中指出袁 全队党员干部要把
开展好学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抓实
抓好袁 队党委专门安排四天的时间
读原著尧学原文尧悟原理袁就是要把
该队党员干部当前的学习和工作聚
焦到主题教育上来袁统一思想尧激发
斗志尧促进工作袁确保学习教育的高
标准尧高质量遥他强调袁全体党员干
部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主题教
育全过程袁 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优良学风袁 把学习研讨同研究解
决物测队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
和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起
来袁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事
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遥 王 玮

一勘局物测队

山西局研究院煤研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青海局党委

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宁夏局

举办人事政策培训班

浙江局

开展新提拔干部警示教育活动

煤 田 简 讯

畅 言 苑

自第二批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中化地质矿
山总局河南地质局全面部署尧 扎实
推进袁 全局各级基层党组织按照主
题教育实施方案认真学习袁 坚持完
成规定动作袁创新自选动作袁形成了
野领导带头学尧 大家比着学冶袁 学中
思尧学中用尧学中干的良好氛围遥

为把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引向深入袁 把理论学习贯
穿始终袁 扎实开展学习研讨袁 推动
理论学习不断深化袁 中化河南局党
委以党支部为单位袁 开展了找准一
个难点尧 研究一个好点尧 打通一个
堵点尧 形成一个亮点的 野四个一冶
活动袁 引导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
践行初心和使命袁 促进党员干部提
高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分析问题尧解
决问题的能力遥

王建华

中化河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