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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致信山西省煤
炭地质局袁对一四四勘查院全力参加野3窑15冶乡宁滑坡
事件救援应急工作表示感谢遥

3月 15日袁 乡宁山体滑坡致房屋坍塌事故发生
后袁山西局主动请战袁一四四院领导带领技术人员迅
速抵达事故现场袁并按照现场指挥部尧应急救援监测
组的安排袁对救援现场的灾害体及周边进行了全时监
控袁技术人员忘我的工作作风和勇于担当的敬业精神

获得了省自然资源厅的好评遥感谢信中写道袁这次抢
险救援工作袁 上部的残留物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袁现
场指挥部明确要求不能出现任何可能的残留物垮落
对人员造成的伤害袁监测任务标准之高尧要求之严尧难
度之大前所未有遥为确保监测任务的万无一失袁他们
渊一四四院技术人员冤周密安排袁科学制定监测方案袁
精心组织袁严密监测确定部位袁加强协调袁及时报告监
测情况遥他们克服了夜间寒冷尧沙土扬尘尧缺衣少被等

困难袁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监测工作一线遥他们不计得
失尧不计报酬尧不图名利尧风餐简食袁加班加点忘我工
作袁确保了每一个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袁为抢险救援工
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技术保障遥

信中表示袁当前山西省已进入地质灾害防治的重
要时期袁 希望山西局不断提升地灾防治能力和水平袁
为全省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郭 儒

本报讯 4月 26日袁航测遥感局举办了 2019年宣
传工作暨通讯员培训班袁 为 50余名通讯员及文学爱
好者集体野充电冶遥

局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王德盛作开班讲话遥他
指出袁此次培训是航测局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尧全面提
升通讯员素质的重要举措袁也是通讯员提升自身写作
综合素质尧学习交流的大好机会遥他要求全体通讯员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在宣传工作中把握好政治站
位尧政治原则遥同时围绕单位经营大局袁以多种宣传渠
道传达政策尧报道典型尧引导舆论尧动员鼓舞袁为单位

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尧赢得良好的声誉袁为单位发展
做好舆论先行工作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局党委叶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要点曳袁 通报了 2018年对外宣传报道工作情况袁对
2018年度 6名优秀通讯员进行了表彰遥

遥感信息公司党总支书记仙麦龙从摄影基础知
识尧曝光三要素尧构图及拍摄诀窍和注意事项等方面
进行了讲授袁他还以会议尧活动尧人物尧景物摄影等作
为实例袁对取景构图尧光线应用等进行了讲解遥

党委办公室主任鲁欣采用理论讲解和经典案例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袁就写作的态度尧怎样写好新闻报

道尧怎样修改稿件进行了讲解袁他提出袁站位要高袁切
口要小袁要注意挖掘身边的亮点和感人的故事遥

党群工作部主任鲁建伟结合多年宣传报道工作
经验袁讲授了如何把握新闻题材写作规律尧基本要求袁
并分享了个人多年的写作体会袁 指导大家要用心思
考袁多看尧多想尧多写袁注重日常积累袁不断提高新闻写
作水平遥

此次培训充实而紧凑袁对加强航测局通讯员队伍
建设袁筑牢舆论宣传阵地袁提升野煤航冶品牌影响力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安全明

本报讯 前不久袁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常委尧
副局长王永奎到局对口帮扶点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
县踏卡乡甲铺子村袁 调研脱贫攻坚相关工作袁 与县
领导交流脱贫攻坚相关事宜袁 看望慰问结对帮扶贫
困户遥 贫困户十分感动袁 表示一定勤劳努力不返贫袁
把日子越过越好袁 并对四川局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表示感谢遥

在调研期间袁王永奎召集四川局派驻九龙县扶贫
驻村干部进行座谈袁听取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汇报及在

各自工作中的经验和感想遥王永奎指出袁四川局派驻
九龙县的驻村干部工作很辛苦袁做出的成绩得到了九
龙县委尧县政府的肯定袁而且没有一个驻村干部向组
织诉苦袁充分展现了煤田地质人不怕苦尧能战斗的精
神遥肯定成绩的同时袁他还对驻村工作提出了四项要
求院一是提升政治站位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袁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驻村干部要全面掌握了解中
央尧省尧市尧县关于扶贫工作的相关政策袁加强对产业

扶贫技能的学习曰二是服从尧服务于九龙县委尧县政府
及乡尧镇的工作袁及时向局党委反映在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袁获得单位的支持曰三是尊重了解当地的
民风尧民俗袁在有限的条件下想办法提升扶贫干部的
生活品质曰四是确保在外出办公尧交通出行尧排解矛盾
时的自身安全袁平平安安回家遥

九龙县委常委毛宏袁四川局计财审计党支部书记
余心平袁后勤基建党支部书记龚华昌袁一三五队党委
书记尧队长戴敬儒参加调研及座谈会遥 李 亮

本报讯 5月 6日袁 物探研究院召开 2019年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袁 旨在加强该院宣传思想文化建
设袁 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履职能力遥 副院长 渊主
持工作冤 段建华尧 党委书记高俊良尧 总局纪委驻涿
纪检组组长杜中山袁 院各党务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
会议遥
高俊良指出袁 2018年袁 物探院加强政治引导袁

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者政治站位袁 推进企业文化和精
神文明建设袁 新闻宣传工作持续发力遥 2019年袁 该
院要充分认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 增强做好新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曰 加强组织领
导袁 加大工作力度袁 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强尧 业务精尧
作风正的宣传队伍曰 建立大宣传工作格局袁 全面开
创物探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遥

段建华主持会议并讲话袁 他说袁 专兼职宣传思
想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增强 野四力冶 的
要求袁 在政治过硬的同时袁 还要具备一定的宣传思
想工作本领遥 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袁 做好该院宣传思想工作遥 二要坚持
党的领导遥 三要全面加强院宣传思想战线自身建设袁

齐抓共管做好宣传工作袁 共同发力搞好企业文化建
设遥

杜中山传达了总局党委 叶关于进一步规范总局
新闻宣传工作的通知曳遥 会议表彰了该院 2018年度
优秀通讯员袁 对各中心尧 事业部等单位的新闻宣传
报道任务进行了部署细化遥

会议还邀请中煤地质报社新闻专业人员进行新
闻写作培训袁 从新闻写作基础知识尧 怎样进行新闻
采访尧 通讯员常见写作误区尧 如何提高上稿率等方
面进行了授课遥 霍彩芹

刘梦竹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职工遥她
和丈夫在大学期间相识相恋袁2011年结婚遥身为
80后的他们向往那种自然而然尧 心意相通的感
情袁期待慢慢变老的浪漫袁渴望野执子之手袁与子
偕老冶的忠贞遥刘梦竹和丈夫约定彼此互敬互爱袁
一起孝顺双方父母袁多年来袁他们一直践行着当
初的诺言袁刘梦竹更是用心呵护着每一个家庭成
员袁营造了一个温馨尧和谐尧幸福的家庭遥

孝敬双方父母袁夫妻恩爱和睦
孝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曰孝袁是道德之

本袁是家庭美满和睦尧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石遥刘梦
竹正是凭着自己的善良与孝顺袁成为爸妈心中的
好女儿袁公婆心中的好媳妇遥有人说袁婆媳关系最
难处遥刘梦竹从来不这么认为袁她和婆婆一直相
处得很好遥但是袁刘梦竹心里却觉得亏欠自己爸
妈很多袁因为她的娘家在辽宁袁一年难得见到爸
妈几次袁更别说尽一个女儿的义务袁去陪伴爸妈尧
照顾爸妈了遥为了弥补心中愧疚袁她只能平时多
和爸妈视频聊天尧通电话袁减少些牵挂遥好在丈夫
很体贴袁 每次节假日都会想方设法提前把票买
好袁带着孩子袁和她一起回去看望爸妈遥

结婚尧生子尧买房袁刘梦竹和丈夫从不给家里
压力遥那几年物质生活不富裕袁但她并没有抱怨袁
因为她知道袁爸妈靠干农活供出一个大学生已经
很不容易了袁现在应该是自己赚钱养家孝敬父母
的时候了遥每当春节尧中秋袁她都会给妈妈和婆婆
钱袁让她们串亲戚尧逛集市曰在爸妈和公婆的生日
时袁她都想着给他们买礼物遥但在自己的日常生
活开支上袁她却尽可能地合理安排遥刘梦竹认为袁
爸妈尧公婆辛苦了一辈子袁不能让他们再为钱发
愁了遥虽然自己的小家庭暂时不富有袁但小两口
拥有宝贵的精神生活袁一家人和和睦睦遥刘梦竹
常和丈夫说院野咱俩都有工资袁虽说不富裕袁但我
相信袁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遥冶

刘梦竹付出了自己的真心袁换来了婆婆的温
暖爱护遥婆婆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袁思想淳朴袁
勤劳了一辈子袁到了这把年纪仍闲不住遥几年前袁
婆婆搬来和他们一家三口同住袁照顾他们的饮食
起居遥刘梦竹勤俭持家袁孝敬老人袁时常给婆婆买
漂亮的衣服袁当婆婆生病时袁她及时带婆婆去医
院看病拿药遥平时生活中袁她经常陪婆婆聊天袁回
忆以前的事情袁给婆婆讲电视中的新闻遥现在袁老
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基本和年轻人差不多遥每到
周末袁刘梦竹还会带着婆婆和儿子逛公园尧逛商
场袁幸福的感觉充满心间遥婆婆常说院野有好儿不
如有个好媳妇遥冶丈夫见她们婆媳和睦相处袁心情
也格外好袁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遥

关爱孩子成长袁传承良好家风
女人在一生中会扮演女儿尧妻子尧母亲等角色袁其中母亲的角色最不易袁也

最重要遥2014年袁刘梦竹温馨的小家庭中多了一名小成员袁儿子的到来让这个
小家庭更加幸福了遥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袁刘梦竹没有过多的唠叨袁也没有空
洞的说教袁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尧一举一动去影响儿子遥小家伙很聪明袁在妈
妈的影响下袁小小年纪就充满孝心尧爱心遥刘梦竹每次买了儿子喜欢吃的东西袁
儿子总是先拿给奶奶吃曰奶奶病了袁儿子帮她倒水袁提醒她吃药袁把奶奶感动得
直掉眼泪遥刘梦竹和丈夫对孩子的期望就是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袁知道孝敬长
辈尧懂得分享遥

辛勤操持家庭袁支持丈夫扶贫
刘梦竹不仅体贴照顾老人袁用心抚养孩子袁还很理解丈夫尧体谅丈夫遥丈夫

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平时要经常出差袁几个月回来一次是常有的事袁刘梦竹从来
没有抱怨过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袁让丈夫每次回来都感到很温馨遥

2017年 4月袁为了响应上级部门号召袁单位组建驻村扶贫工作队袁丈夫考
虑到老人孩子的原因袁 犹豫不决袁刘梦竹知道丈夫的想法后袁就对他说院野能加
入到这个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中袁一定是你人生中一件有意义的事袁也正是
一次锻炼的好机会袁去吧袁家里一切有我呢浴冶当月月底袁丈夫来到太和县双龙
村驻村扶贫遥 扶贫工作比想象的强度要大袁 有时连续几个星期也不能回家一
次袁为了支持丈夫干好扶贫工作袁刘梦竹承担了全部家务袁尽量不让他为家里
的琐事担心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袁家庭尧老人尧孩子尧工作袁重担压在看上去很柔
弱但内心却很坚强的刘梦竹的肩上遥 她常和同事开玩笑说院野我是当之无愧的
女汉子浴冶她在家庭要单位这条直线上乐此不疲地忙碌着遥为了让丈夫安心在
外工作袁婆婆病了袁儿子摔伤了袁自己颈椎病犯了噎噎这样的事袁她从来不告诉
丈夫袁因为她知道袁即使告诉丈夫也只是让他跟着着急罢了遥在报喜不报忧的
一个又一个电话中袁丈夫在扶贫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遥刘梦竹说院我想袁换
作是我袁丈夫也会这样支持我的遥

真诚以礼待人袁勤恳认真工作
遇到同事尧 邻居之间不团结尧 不和睦的情况袁 刘梦竹和丈夫压事不挑

事袁 凡事以大局为重遥 邻里之间亦能互帮互助袁 和睦相处遥 在工作上袁 刘梦
竹认真负责袁 对自己严格要求遥 从事财务工作近十年来袁 她从实体成本会计
到机关出纳员袁 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兢兢业业尧 勤勤恳恳袁 赢得了领导和同事
们的好评遥

有付出就有回报遥几年来袁刘梦竹获得过工会积极分子尧先进职工等荣誉
称号袁2018年袁在由安徽省纪委尧省委组织部尧省委宣传部尧省直机关工委尧省妇
联联合开展的野树清廉家风窑创最美
家庭冶主题活动中袁刘梦竹获得省直
机关野最美媳妇冶称号遥

野不断增强脚力尧 眼力尧 脑力尧 笔力袁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尧 本领高强尧 求实
创新尧 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遥冶 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关于增强 野四力冶 的重要论述袁
集中反映了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能力建设的总要求遥 作为地勘战线上的新
闻宣传工作者袁 要想写出有深度的文章袁
增强脚力是一个关键袁 而 野四力冶 中排第
一的就是 野脚力冶遥

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发展袁 孕育着无
数动人的 野最美地质人冶 的故事袁 也沉淀
了无数深刻的地勘经验遥 从地质找矿到勘
查施工袁 从肩扛人拉的搬运到现代化作业袁
这都是我们地勘人的真实写照遥 野脚底板
下出新闻袁 陌生地方新闻多遥冶 只有深入一
线尧 贴近职工群众袁 才能发现最新鲜的素
材尧 最动人的故事遥 要写出打动人心的新
闻稿袁 最需要像树一样把根深深扎进生产
施工一线这片广袤沃土曰 就需要迈开步子尧

走出院子袁 只有 野一身汗尧 两腿泥冶袁 才会
有沉甸甸的收获遥

练就好的脚力袁 是我们新闻宣传工作
者的一种工作方法袁 也是一种工作态度遥
毛泽东同志曾说院 野没有满腔的热忱袁 没
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袁 没有求知的渴望袁 没
有放下臭架子尧 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袁 是一

定不能做袁 也一定做不好的遥冶 心浮气躁尧
心高气傲袁 只能让自己飘在上面尧 浮在表
面遥 因此要有一种踏实肯干的态度袁 俯下
身尧 静下心尧 扎下根遥

练好脚力袁 仅仅走到基层是不够的袁更
需要有野三贴近冶和野走转改冶的积极态度遥虚
心向职工群众学习袁 真心对职工群众负责袁
热心为职工群众服务遥 只有深入职工群众袁

才能走进职工群众的内心世界袁了解职工群
众的所思所想尧所需所盼遥因此袁练好脚力不
仅要走出去尧走下去袁更要走进去袁搞清楚尧
弄明白野我是谁尧要歌颂谁冶的问题遥

增强脚力袁 要带着感情袁 也要带着思
考遥 写出的文章是否能由点到面尧 由此及
彼尧 由表及里袁 是能力和水平的检验器遥

穆青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新闻领域的传世
之作袁 就是因为他把创作的根扎入最深厚
的土壤里袁 汲取最肥沃的养分袁 从而使作
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得到他们的喜

爱遥 心中没有思考尧 胸中没有全局袁 如何
在千头万绪中把握真谛尧 在千变万化中紧
扣时代脉搏袁 写下属于我们新时代地质人
的篇章钥

要强化调查研究袁 细致入微观察袁 通
过对现场人物尧 活动尧 环境等的描写袁 传
递有感染力的细节和语言袁 让读者宛如身
临其境遥 反观现实袁 我们有些通讯员虽然
走下去了袁 却只看 野盆景式冶 典型袁 满足
于蜻蜓点水尧 走马观花尧 隔河看景袁 既听
不到职工群众的声音尧 想法袁 也看不到生
产施工一线的真情况尧 真问题袁 掌握不了
第一手材料袁 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缺少
野泥土味冶 野露珠味冶遥 迈进职工群众的门
槛容易袁 走进职工群众的心坎不易遥 只有
放下架子尧 扑下身子深入项目现场尧 职工
家庭袁 才能讲出活灵活现的故事袁 写出感
动人心的文章遥 也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带
上我们地质人特有的气质和温度遥

真正践行双脚跑新闻袁 并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遥 归根到底要有对新闻宣传
工作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遥 只有保持
为地质人而歌的情怀袁 把一颗火热的心奉
献给地质新闻宣传事业袁 奉献给所处的新
时代袁 才能不虚不浮尧 不骄不躁袁 把文章
写进职工群众的心坎里袁 写进地勘事业改
革发展的进程中遥

山西局参加救援工作获省自然资源厅致信感谢

四 川 局 领 导 赴 九 龙 县 开 展 脱 贫 攻 坚 调 研

航测局为通讯员及文学爱好者集体 野充电 冶

物 探 院 加 强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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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人风采

4月 28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团委组织开展了 野奋斗青春窑寄语未来要要要一九四
公司地勘青年有话说冶微视频拍摄和心语墙展示活
动遥活动分两个环节袁一是青年职工在心形彩纸上
写下自己的祝福语曰二是大家对着镜头说出自己对
未来的期盼和努力方向袁 以及对公司发展的寄语遥
青年职工积极参与袁怀着满腔热忱说出自己的心里
话袁表达自己奋斗的激情遥 李浩哲

练好脚力是写好新闻稿的关键
阴 王建华

前不久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煤炭地质党支
部开展了野党员传帮带 提升职工技术能力冶活动袁
由支部党员根据所学专业和具体项目袁为部门职工
讲解业务知识袁分享工作经验袁提升职工学习能力遥
活动中袁党员朱双燕为大家讲解了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勘查设计方面的工作方法及经验袁她从前期资料
收集尧现场调查尧室内分析尧治理方案确定尧文字报
告编制尧需要说明的问题六个方面袁讲解了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勘查设计的工作思路及在报告编制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遥此次党员传帮带
活动袁有效促进了支部业务水平的提升袁发挥了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为一队打造技术密集型国土
资源勘查队伍注入了红色动能遥 赵 帅

河南局一队煤炭地质党支部

党员传帮带 提升职工技术能力

煤 田 简 讯

4月 30日袁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工会联合
机关党支部袁 组织近 30名机关职工前往安徽淮南
新集工地袁开展野下基层尧送服务冶活动遥机关职工为
一线职工包水饺尧送书籍袁与他们交流谈心遥随后袁
在现场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袁 机关职工观摩了新
ZJ30钻机固控系统尧 泥浆循环系统尧 机台操作间
等袁淮南项目部副机长秦真彬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注
浆施工工艺全过程袁使大家对淮南项目施工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遥通过此次活动袁机关职工深入体验了
一线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袁他们表示袁在今后工作中袁
将更好地为一线职工服务遥 罗 霞

江苏局二队

开展野下基层 送服务冶活动

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

开展微视频拍摄和心语墙展示活动

畅 言 苑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五队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了野保护地球冶系列公益活动遥在污水防治志愿服务

中袁该队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来到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袁对进水口尧出水口尧雨水井尧污水井四个点位进行水
质采样和检测袁并为该厂提供了检测报告袁获得对方的好评遥 郭丽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