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梦想的书桌
阴 唐杨杨

正值 9月开学季袁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 6所小学的孩子们每人都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要要要一盏护眼小台
灯遥 手捧着从千里之外的河北省涿州市寄
来的爱心小台灯袁 孩子们绽放出纯真的笑
脸袁 道出一声声 野感谢冶遥

今年 7月袁 按照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
委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署袁 中煤地第二勘
探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领导深入结对帮扶
的张家川县马鹿镇大滩村开展党建帮扶工
作遥 他们在调研时了解到袁 大滩村地处偏
远袁 经济落后袁 周边村级小学孩子们的父
母多数长年在外打工袁 留守儿童较多袁 生
活较为困难袁 学习条件有限遥 孩子们晚上
趴在昏暗的日光灯下写作业尧 看书袁 长此

以往袁 视力受到很大影响遥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改善学习环境袁 让

他们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成长袁 前不久袁
二勘局集团公司工会开展了以 野送你一盏
灯尧 点亮你的人生冶 为主题的爱心护眼小
台灯认购活动遥 活动得到了该公司领导和
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遥 短短 4
天时间内袁 约 300名职工自愿参加认购袁
为孩子们捐赠了 533盏护眼小台灯遥

9月 15日下午袁总局派驻张家川县委
常委尧 副县长王琦受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
和工会的委托袁 给孩子们送去了爱心小台
灯并举行了发放仪式遥 此次共有 6所小学
的 500余名小学生得到了捐赠遥 发放仪式
简朴而感人袁 王琦代表二勘局集团公司干

部职工向孩子们致以美好的祝愿袁 希望这
些小小的台灯袁 在他们的心里点燃爱的火
种袁帮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袁并嘱咐孩子们
要珍惜当下袁拥有感恩的心袁努力学习袁以
优异的成绩尧良好的表现回报社会遥

受捐赠的小学生代表马倩高兴地说
道院 野爱心小台灯不仅保护了我们的眼
睛袁 而且指明了我们求学的方向袁 更照亮
了我们感恩的心灵浴冶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袁 是中华民族
的希望遥 让我们共同努力袁 在脱
贫攻坚的伟大进程中播下幸福希
望的种子袁 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
朗的天空袁 帮助孩子铺展梦想之
路袁 成就美好未来遥

本报讯 为了落实陕西省委尧 省政府关于中央企业与陕西融合
发展工作相关部署袁 9月 15日袁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与韩城
市政府签署关于韩城市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战略合作协议袁 旨
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袁 践行 野美丽地球冶 战略袁 助力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驻陕央企是陕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作为我国从事测绘地理
信息技术研究尧 开发与应用的高科技驻陕国有企业袁 煤航集团发挥
自身优势袁 在遥感尧 航测等领域积极服务于陕西地方经济发展遥

今年 6月袁 韩城市市长亢振峰到煤航集团调研考察袁 对该集团
的发展成就和综合实力表示充分肯定袁 并对该集团助推地方发展建
设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袁 希望煤航集团积极助力韩城发展袁 参与
韩城市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规划建设袁 推进央地融合发展袁 促进合
作共赢遥

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袁 地处黄河 野几冶 字弯的下半
部分袁 地理位置重要袁 产业基础较好袁 生态功能突出遥 近年来袁 韩
城市依托在黄河流域的区位优势袁 以打造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先行区
为目标袁 全力加快推进黄河流域韩城段生态保护遥

签约仪式前袁 双方针对韩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尧 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尧 央地融合发展等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煤航集团副总经理李建
波尧 韩城市副市长郭继锋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关于韩城市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修复的战略合作协议遥 此次合作袁 双方将以韩城市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为基础袁 为今后央地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遥 仙麦龙

煤航集团与韩城市野牵手冶
共促央地融合发展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评
督司司长王青云率调研组到水文地质局一队
承建的新集二矿安全改造项目 1煤组底板灰
岩水地面超前区域探查治理项目施工现场考
察遥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 安徽省能源
局尧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二矿相关
部门尧 水文局一队现场负责人等陪同遥

王青云一行在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了施工
使用的钻机尧 钻具及相关设备袁 并听取了中
煤新集公司党委委员尧 总工程师王志根对项
目背景尧 目的任务尧 开竣工日期等情况的介
绍遥 在模型室袁 王青云在王志根的讲解下袁
结合钻孔模型及竣工图纸详细了解了区域探
查治理工程施工工艺尧 施工顺序尧 工程量及
取得的成果遥

王志根在讲解中表示袁 煤矿区域治理项
目对施工单位的综合实力要求较高袁水文局一
队以施工管理尧组织协调尧安全生产尧技术水平
等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优势袁确保了该工程的高
质量完成遥

王青云对煤矿区域治理工程表示高度认
可袁并指出袁近些年煤炭行业采用的煤矿防治
水技术越来越先进袁 应该将更多的新技术尧新
工艺应用于矿井生产袁 不断增强矿井防灾尧抗
灾尧治灾能力袁为国家能源战略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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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黄土地袁 一条野河沟袁 一排活
动房袁 这就是河北省大城勘查区煤系综
合气储层特征参数测定与分析研究项目
的施工现场遥 该项目由河北省
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实施袁 依托
于 2019年度河北省大城县大城
区煤炭勘探实施方案袁 钻孔设
计深度 1400米袁 设计层位为 14
煤下遥 面对施工条件差尧 施工
难度大等重重困难袁 项目组全
体人员攻坚克难袁 积极推进项
目实施遥

战晨曦

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
时候袁 大城工地像是一个大蒸
笼遥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袁 工地
上更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袁
但项目组成员们全都精神抖擞袁
士气十足遥 一天之计在于晨袁
清晨 5 点袁 伴随着知了的叫声
从睡梦中醒来袁 又一个如焰似
火的日子开始了遥 大家进行简
单的洗漱后便按部就班地各自
忙碌起来袁 有的准备做早饭袁
有的跟夜班同事交接工作噎噎
紧张而有序袁 繁琐而有章袁 项
目部成员各司其职尧 各显其能遥

找水源

施工中遇到一些困难在所
难免袁 首当其冲是水源问题遥
水源是野外施工中必不可少的袁
但是距离工地最近的村子也有
几公里袁 为了解决用水问题袁
拉水成了唯一的办法遥 一辆破
旧的电动三轮车载着一个大大
的白色塑料水桶袁 缓慢地行驶
在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上袁
一天不知道要跑多少个来回遥
空着车去的时候还好袁 等拉满
水回来时袁 稍不小心就会滑到
路旁的玉米地里袁 只能打电话
等待救援遥 取水过程的坎坷袁
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遥

饱餐饭

一日三餐对于一群野外施工的男人
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遥 一羹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遥 在施工现场没有专职的厨
师袁 技术人员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身

兼采购与厨师之职遥 为了保证大家按时
就餐和营养均衡袁 野乱炖冶 成了解决问
题的杀手锏遥 中午把白菜尧 土豆尧 粉条

等加水 野咕嘟冶 一大锅袁 吃
剩的晚上热一热继续吃遥 隔
几天吃腻了就换豆角尧 茄子尧
白萝卜袁 又是一大锅袁 虽然
菜品有些单调袁 但味道还算
可口遥 每当做完饭走出用帐
篷搭建的简易厨房时袁 虽然
外面的气温有三十七八度袁
但是依然能感觉到清风徐来
的一丝惬意袁 尤其是当看到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时袁 欣慰
之感油然而生遥

立决心

项目组的工作场所是由
一个帐篷搭建而成的袁 电脑尧
打印机尧 解析仪等一系列工
作设备全天候 24小时不停地
运转袁 散发着热量遥 工作人
员也不分昼夜地坚守在设备
旁边袁 一次又一次地编写表
格袁 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试验遥
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袁 干了
又湿袁 每天都能留下一道道
带盐分的白色印记遥 深夜袁
热闹的气氛丝毫未减袁 帐篷
外的钻机依旧哒哒作响袁 帐
篷内电脑键盘啪啪的敲击声
萦绕耳旁袁 身边蚊子和蛐蛐
的叫声也成了这夜色中鼓励
大家的话语袁 坚定着他们完
成任务的决心遥

地质工作从来都不是一
份简单的工作袁 地质人也不
是简单的人袁 野外工作生活
条件艰苦尧 工作环境恶劣袁
选择地质工作袁 就意味着比
别人多承担一份艰辛尧 一份
奉献尧 一份勇敢尧 一份拼搏袁
用无悔的青春去拥抱地下的
矿藏袁 向着胜利的方向一路
狂奔袁 勇往直前遥 项目组全
体人员一往无前袁 一次次突
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极限袁

遇到问题大家勠力同心袁 一次又一次地
克服困难袁 为项目圆满完成袁 为物测队
野决战黄金季袁 大干 100天冶 活动贡献
着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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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以食为天袁 粮以俭为先遥冶 野谁知盘中餐袁
粒粒皆辛苦遥冶 不知从何时起袁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谆谆教诲仅成了一句句古诗词袁 背后的教导与警
示却在日渐富足的物质生活里被淡忘尧 被轻视遥
一种用 野豪奢冶 成就面子袁 用 野浪费冶 标榜阔绰
的不正之风悄然涌动遥

叶农业行业观察报曳 一篇报道显示院 中国人每
年在餐桌上浪费 500亿公斤粮食袁 接近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十分之一袁 价值高达 2000亿元遥

多么触目惊心的数据浴 距离电影叶1942曳里食不
果腹尧哀鸿遍野的惨烈景象才不过几十年袁我们就
忘记了野成由勤俭败由奢冶的教训袁不可谓不痛心遥

近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冶的指示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股野厉行节约袁反
对浪费冶的热潮袁令人振奋遥 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
狠刹餐饮浪费的不正之风正当其时袁是民心所向遥

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院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
致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年大幅增加遥 我们来看一
组数据院 今年将新增 1.3亿名饥饿人口曰 全世界将
有 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曰 将有 25个国家面临严
重饥饿风险曰 世界濒临至少 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
危机遥 再将目光投向中国袁 由于党和国家始终把
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袁 我国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袁 才幸运地将我们与饥饿隔离开来遥 但是也
应该看到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袁 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袁 脱贫攻坚战还在为赢得最后的胜利而
奋力斗争袁 城镇化加速粮食危机袁 环境污染对粮
食安全形成巨大挑战袁 部分粮食依赖进口噎噎这

些都在提醒我们粮食危机意识一刻也不能松懈遥 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袁 很多国
家作出禁止粮食出口的决断袁 再加上蝗虫灾害及洪
涝尧 台风等自然灾害都对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袁
不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势分析袁 粮食节约这根弦
都要时刻紧绷遥

厉行节约袁 杜绝浪费应当从一餐一饭着手袁 找
准浪费的源头袁 从思想深处转变观念袁 为勤俭节约
的文明习惯养成培育优良环境遥

树立正确的 野面子观冶遥 中国人好面子袁 请客吃
饭要是盘子见底了袁 会觉得脸上无光袁 没有招待好
客人袁 这体现了国人热情尧 实诚的一面遥 但是随着
生活条件的改善袁 太过粉饰面子就为铺张浪费提供
了 野温床冶遥 特别是婚丧嫁娶尧 宴请宾客等场合袁 讲
排场不讲实际袁 讲阔绰不讲适度袁 很多菜品未动筷
子就被倒入垃圾桶袁 不仅造成巨大的食物浪费袁 过
多的垃圾也给环境保护带来压力遥 在物质匮乏的年
代袁 如果说盘子不见底体现了主人招待的周全袁 那
么在物质丰裕尧 顿顿饱食的今天袁 量力点餐尧 适可
而止则体现了我们对粮食的敬重尧 对过去艰苦岁月
的警醒遥 形成 野盘子净光袁 面子才光净冶 的绿色文
明新风尚是时代给我们上的一堂必修课遥

开展全面的 野食育课冶遥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袁 校
园餐饮浪费在各种浪费现象中名列前茅遥 现在的孩
子大多数没有物资短缺的体验遥 一个孩子袁 全家供
养袁 有求必应袁 再加上 野再苦不能苦孩子冶 的教育
理念袁 导致 野缺衣少食冶 对孩子们来说是天方夜谭遥
很多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孩子五谷不分袁 不知道

一粒粮食经历了多少人的辛苦劳作才从一颗种子到
了餐桌上遥 他们对 野珍惜粮食冶 缺乏深刻的体会袁
倒掉一碗饭对很多孩子来说都是理所当然袁 没有
野不舍冶 和 野可惜冶 的感觉袁 这就为校园餐饮浪费
埋下了伏笔遥 因此袁 开展涵盖从家庭尧 学校到社会
全面丰富的 野食育课冶 十分必要袁 让孩子们树立节
俭意识袁 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是一项功德无
量的教育大业遥

传承优良的 野勤俭风冶遥 艰苦奋斗尧 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 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 野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尧 勤
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袁 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
想来指导工作遥冶 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袁
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袁 艰苦奋斗尧 勤俭节
约的思想和精神永远不能丢遥 全党同志务必牢记
野艰苦奋斗尧 勤俭节约袁 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尧 发
展壮大的重要保证袁 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尧 再创辉煌
的重要保证冶遥

事实上袁 我们真正实现丰衣足食也就几十年的
时间袁 我们的祖辈尧 父辈好多人都有过饿肚子的经
历袁 逢年过节才能吃上有肉的 野大餐冶遥 翻开中国
百年来的奋斗史袁 就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
来之不易袁 我们一路走来筚路蓝缕袁 不能忘本袁 更
不能没有粮食危机的意识遥 民以食为天袁 野手里有
粮袁 心里不慌冶袁 我们要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袁
让粮食安全成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遥

天地 野粮冶 心袁 珍食莫蚀遥 践行绿色文明新风
尚袁 讲究 野面子冶 从盘子干净开始遥

让野盘子净光袁面子才光净冶
成为文明新风尚

荫 张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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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月 1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袁就野十四五冶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见遥

习近平强调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袁我国野十四五冶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遥加快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袁
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遥

习近平强调袁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尧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袁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
新生态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袁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袁让科技创新成果
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遥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袁对能够快速突破尧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袁要抓
紧推进曰对属于战略性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袁要提前部署遥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袁进行优化组合袁组建一批国家
实验室袁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袁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遥

本报讯 日前袁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尧财
政部办公厅尧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渊试
行冤曳袁 旨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袁 指导和规范各地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袁 提高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的整体性尧系统性尧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遥

叶指南曳主要内容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
分袁正文包括八方面内容院适用范围尧定义尧
总则尧实施范围和期限尧工程建设内容及保

护修复要求尧技术要求尧监测评估和适应性
管理尧 工程管理要求袁 附录包括术语和定
义尧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目标
分解表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生态监测推荐指标等三方面内容遥

叶指南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
略袁 坚持节约优先尧 保护优先尧 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遥 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尧 系统性尧 动态性及其内在规律袁 用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袁 综合运用科学尧 法

律尧 政策尧 经济和公众参与等手段袁 统筹
整合项目和资金袁 采取工程尧 技术尧 生物
等多种措施袁 对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类自然
生态要素进行保护和修复袁 实现国土空间
格局优化袁 提高社会要经济要自然复合生
态系统弹性袁 全面提升国家和区域生态安
全屏障质量尧 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
续利用遥

指南要求袁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袁按照生态良好的要求袁统筹
考虑人与自然关系袁坚持生态优先袁绿色发

展曰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空间多样性袁加
强区域整体保护和塑造袁以自然恢复为主袁
人工修复为辅曰坚持长远结合尧久久为功袁
统筹规划袁综合治理曰追根溯源尧系统梳理
隐患与风险袁 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
生态问题诊断袁提高问题识别和诊断精度袁
坚持问题导向袁科学修复曰按照财力可能尧
技术可行的原则袁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尧
可持续利用与价值实现袁实现生态尧社会尧
经济综合效益遥

本报记者

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指南渊试行冤曳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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