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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薄的朝阳，把帕米尔高原镀上
一层金黄；战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
咯吱的清脆声响……

2月 1日，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
鲁克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巡逻
路，向海拔 4800 米的目标点位进发。
列兵王兴走在队伍中间，精神抖擞，步
伐有力。对王兴来说，这一天很特别：
这是他下连后首次参加巡逻执勤任

务，这一天还是他20岁生日。
“真是太有意义了！”第一次巡逻

祖国边关恰逢自己参军后的第一个生
日，王兴格外兴奋。其实，这是指导员
李建阳的一个特别安排。

一周前，李建阳翻看连队官兵生
日记录本后，和连长左亚宾悄悄商议：
新兵王兴下连不久，要给他过个有“边
关味”的生日。他们把王兴列入 2月 1
日的巡逻名单，并安排炊事班在巡逻
队出发之前制作了一块生日蛋糕。
“途中如有身体不适及时报告”

“高海拔环境不宜剧烈运动”……队伍
出发前，李建阳反复叮嘱王兴高原巡
逻注意事项，还特意把他编在前后都
是老兵的巡逻队伍中间位置。

海拔越来越高，积雪越来越深。
巡逻分队一路趟冰河、翻雪山，向目标
点位艰难前行。随着海拔升高含氧量
降低，初次上高原的王兴开始气喘吁
吁，但他咬牙坚持，紧跟队友。李建阳
走到王兴身边给他打气：“翻过最后一
座雪山就到达目标点位了，坚持到
底！”王兴深吸一口气回答：“指导员放
心，我能行，绝不掉队！”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
分队终于抵达海拔 4800 米的目标点
位。王兴努力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不
适，帮助炊事员许博闻架设给养单元。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正在忙碌的王兴听到歌声从身后传
来，他转身发现，李建阳手捧一块蛋糕
和战友们一起向自己走来。看到这一
幕，王兴激动地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
“今天是新战友王兴的 20周岁生

日，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连队的巡逻任务，
希望他像今天一样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走好军旅路！”李建阳话音刚落，战友们
再次唱起《祝你生日快乐》。

王兴手捧这块已被冻硬了的蛋
糕，小口细细品尝，热泪涌出。

李建阳把手机拿到王兴面前，播
放一段提前联系王兴父母拍摄的生日
祝福视频——
“儿子，生日快乐，听说你今年的

生日在巡逻路上过，这是非常光荣的
事情，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守好边、
站好岗。”

置身雪山之巅，巡逻间隙，一份份
惊喜接踵而至，让王兴感到暖流阵
阵。“来，给家人录一段拜年视频吧。”4
名老兵擎起一面国旗，李建阳引导王
兴持枪站在国旗前。王兴整理军容，
军姿挺拔、紧握钢枪送上特殊的祝福：
“爸、妈，儿子在海拔 4800米的边防线
上给你们拜年了，在连队很温暖，我一
定加倍努力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边防
战士，守好祖国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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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刘
夏村）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于 2月
5日召开春节安全防范视频会议，深入
分析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安排部署春
节前后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安全抓防控，
对春节期间不停产的矿山督促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技术管理团队在岗履责。要突
出重点安全风险抓防控，严格落实危化
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包保责任制，加强大
型商业综合体、养老院和不停业的“多合
一”商铺等消防隐患排查，全面排查整治
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场所隐患，督
促工贸行业企业严格落实动火、有限空

间等高危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会议要求，要精准执法检查抓防控，

抓住最不放心、最薄弱地区、最有可能发
生事故的领域和企业不松手，逐一明确
检查人员，落实检查任务措施；对节日期
间企业负责人擅自离岗、重大风险不及
时处置的一律停产整顿；强化应急值班
值守，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既
要在岗在位更要查铺查哨，严格执行节
日期间信息报告和外出报备等制度。

会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抓防控，
对发现的重点难点问题、重大风险隐患，
切实加强整改落实，不排除风险隐患不
撒手，决不能因节日因素就有所放松。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安排部署春节前后安全防范工作

近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山西运城盐池呈现五彩斑斓的景象，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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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馆拉开了卷帘门，今日包裹正
在派送中，雪场游客全年不绝，村里种的
树林望不到边……北京冬奥会不仅点燃
了崇礼的冰雪热情，更让这里蜕变成四
季生机勃勃的活力之城。

在这里，追求事业不需背井离乡，家
乡好味变身打卡美食，用心奔忙带来了
生活便捷，绿水青山换来了衣食无忧。
雪场员工、饭馆老板、坝上村民，他们的
双手见证着这座小城的发展，他们的日
子勾勒出崇礼人的幸福画作。

他们，各有酸甜苦辣。他们，共沐冬
奥东风。

秋风一到，太舞雪场整座山泛起金
黄，任晓强手持对讲机一边在人群中穿
梭，一边调度机位，为正在举办的 UTV
山地追逐赛拍摄宣传片。
“我们的工作是为雪场勾勒一张名

片，而所有雪场就构成了崇礼的名片。”
任晓强在太舞负责品牌运营，生在崇礼、
长在崇礼，却差一点与现在的生活擦肩
而过。在四川读大学的他，2015年毕业
时曾计划落脚的地方“要么南方要么大
城市”，“当时因为并不太了解家乡，会担
心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就在那一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赢得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小城崇礼迎来巨大
发展机遇。从小被姥姥带大的任晓强一
直有个念想：多留在家人身边，照顾家人。

当太舞雪场抛来橄榄枝后，任晓强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家。几年来，通过
开拓四季运营，太舞常年被各类户外赛
事排得满满当当。

将到而立之年的任晓强觉得，“能从
事这样一份工作，是人生中特别辉煌、浓
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的崇礼，高铁通了，小城焕然一
新。任晓强的妻子也在雪场工作，孩子
快两岁了，父母退休各有所乐，姥姥身体
硬朗。当初是一场忐忑的回归，如今是
一幅越来越和顺的生活图景。

小城暮色四起，长青路东头的千金
酒家亮起了灯，悠悠散出羊蝎子的香味，
食客络绎不绝。作为崇礼仅有的三家没
有关门、易主的老牌饭店之一，老板李艳
林关照着的不仅是食物的味道，更是来
往食客的情感。

自 2001年开业，李艳林坦言好几次
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县城小，外来人
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从 2015 年夏天
开始——冬奥会让崇礼的名字传向全
国、传向世界。
“（申冬奥时）我们都看着电视，站在

外面等着，一说申办成功都两手举着高
兴地笑。”李艳林回忆道。

从那年起，游客涌入崇礼。这几年
雪季，店里有时一天营业额上万，能卖掉
100斤羊蝎子。

小店招待了不计其数的外地人，有
滑雪客，有本地人带来的外地朋友，外国
面孔如今也不再“新鲜”。

小店主动做了些改变：外地人口味
淡，后厨会少放盐；外地人需求多样，店里
菜样会常更新；过去服务员没有说普通话
的，现在每天说的普通话比本地话多。

好多客人来吃饭会主动要名片、要电

话，怕再来崇礼找不到，腼腆的李艳林因
此和不少人成了朋友，生意越来越红火。
“当时想的是人会多一点，但是想不

到交了这么多朋友，所以就慢慢干吧。
冬奥会要来了，准备再好好装修一下。”

秋风还没到坝上的时候，驿马图乡
霍素太村的村民开始为植树造林做准备
了。通过政府牵头，霍素太村 2018年承
担了 4300 多亩购买式造林项目。这是
崇礼冬奥绿化工程之一，村民狄江的生
活就此改变。
“那时候（以前）是一股风沙一股风

沙的。”67岁的狄江说，村边的地过去放
着没人种，背靠草原天路，村里人却拿不
到多少收益。
“现在种上树以后，没有风沙了，风

也小了。”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
山——全体村民参与冬奥绿化项目，一
亩撂荒地一次性换 1200块钱，有劳动力
的村民出工还能多挣钱，村集体每年能
增收100多万元，2019年全村成功脱贫。

狄江是全村三位护林员之一，每年
有 5300元工资。他和老伴还参与植树，
“自从造林，2018年我们挣了 2万 4，2019
年挣了 1万 3，这样我们的生活就能保持
住了。”

几年下来，山上油松、云杉快望不到
边了。狄江说，这个事挺好，村里绿了，
自己生活也好了，想吃肉买肉、想吃蛋买
蛋，秋风再来也好像是甜丝丝的。
“我们生活有保障了，有盼头了。”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 2月 5日电

记者杨帆、牛梦彤、沈楠、吴俊宽）

小 城 东 风 来
——崇礼人的幸福“钥匙”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
者孙少龙）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国
共有养老机构 3.8 万个，同比增长
10.4%；各类养老床位 823.8万张，同比
增长 7.3%。

这是记者从 5日召开的养老服务
部际联席会议2021年全体会议上了解
到的。会议指出，2020年我国养老服
务供给不断优化增长，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快速发展，机构养老床位持续增加，
医养结合更加紧密。针对2021年工作
任务，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重点推进加
快建立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持续
做细做实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等方面工
作，推动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有

养老机构3.8万个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姜琳、
窦皓）人社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各级人社部门把稳岗留工行动作
为疫情防控和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任
务，加快方案制定、政策兑现和服务落
地，在暖心服务、减轻负担、帮助劳动
者有作为上加大力度，在“解决后顾之
忧”上多想办法。

会议强调，各地要进一步健全工作
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做好春节前后
就业工作，力争做到“就地过年有关怀、
企业用工有保障、节后返岗有支持”。

人社部：加快稳岗留工

政策兑现、服务落地

本报讯 郝东红、记者孙兴维报
道：“你的小牙已被虫蛀了，春节要少
吃甜食，注意口腔卫生。”2 月 1 日，第
901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走进驻地特殊
教育学校和留守儿童之家义诊，送上
暖心服务。

国家倡导外出务工群众就地过年
后，许多父母选择在务工地异地过
年。为让留守儿童安心健康过年，该
医院结合儿童健康保健需要，抽组口
腔科、儿科等重点服务科室医护人员
组成健康巡诊小分队，深入周边特殊
教育学校、社区留守儿童之家，为青少
年和儿童开展健康检查，宣讲疫情防
控常识。

巡诊现场，医护人员挨个为孩子
们听诊、检查口腔卫生及视力；骨科护
士长张敏用手机播放音乐，带着孩子
们边唱《小螃蟹》洗手歌，边学习掌握
“七步洗手法”；口腔科护士长赵霞给
孩子们分发随身携带的儿童牙膏、牙
刷，并讲解“巴氏刷牙法”动作要领。
“谢谢你们的宣讲，让我们对疫情防控
又有了新的认识。”陪伴孙子的张爷爷
感激地说。

小分队除了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外，还给老人小孩宣讲了冬季如何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如何防火、用电等安
全常识，有效提高了留守儿童的自我
保护意识、自我防护能力。

留守儿童有关爱
第901医院小分队深入驻地留守儿童之家

开展服务

健康送上门 舒心过大年
——军队医疗系统为驻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一组新闻

本报北京 2月5日电 张冰

瑶、记者安普忠报道：记者从国家
航天局获悉，今天 20时，“天问一
号”探测器发动机点火工作，顺利
完成地火转移段第四次轨道中途
修正，以确保按计划实施火星捕
获。国家航天局同步公布了“天问
一号”传回的首幅火星图像。

截至目前“天问一号”已在轨
飞行约 197天，距离地球约 1.84亿
公里，距离火星约 110 万公里，飞
行里程约 4.65亿公里，探测器各系
统状态良好。

此前，“天问一号”在距离火星
约 220万公里处，获取了首幅火星
图像。据悉，这是一次尝试性拍
摄，为中国探测器首次拍摄到火星
的图像。图中，火星阿茜达利亚平
原、克律塞平原、子午高原、斯基亚
帕雷利坑以及最长的峡谷—水手
谷等标志性地貌清晰可见。

2020 年 7月 23日 12时 41分，

我国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火箭飞行2000
多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
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

预计2021年 2月 10日左右，也
就是除夕前后，“天问一号”将进行
近火制动（俗称“刹车”），开启环绕
火星之旅。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

心、最难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
星大气后气动外形和降落伞减速
的过程，只有一次机会。”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设计
师孙泽洲表示，研制团队做了充分
的准备，专门设计了全新气动外形、
新型降落伞等，希望一切顺利。

右图：国家航天局公布的“天

问一号”在距离火星约220万公里

处获取的首幅火星图像。

新华社发

“天问一号”传回首幅火星图像
完成第四次轨道中途修正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特约记者王均
波报道：“有的口罩没有遮住鼻子，有的不
洗手就摸干净口罩，有的摘口罩时双手与
口罩大面积接触……”2月1日，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所属第984医院抽组感染控制、
呼吸等相关科室专家成立医疗队，到驻地
附近村庄和企事业单位，为群众宣讲疫情
防控知识，提醒大家过节不忘防疫。

连日来，这个医院在搞好为兵为战
服务和医院自身防护的同时，积极发挥
医疗技术优势，与当地街道和社区一起
开展防疫知识宣讲等服务，先后派出 10

余批次医务人员，深入附近企业和社区、
村庄，为驻地群众送健康。从日常洗手
应遵循“七步洗手法”到采购冷链食品时
需戴好手套，从节日期间外出防护到不
聚餐，为群众详细讲解疫情防控知识。

此外，该医院充分发挥自身医疗优
势，主动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核酸检
测，医务人员为有困难的群众提供上门
服务。该医院领导介绍，医院竭尽所能
为驻地群众提供防疫指导、环境消杀、
疾病筛查等服务，让群众过一个健康快
乐的春节。

防疫宣讲送村头
第984医院为驻地群众提供防疫指导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小春、通讯员
巴涛报道：“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罩，尽
可能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洗手至少两
分钟时间，最好用流水冲洗……”2月 1
日，在福建省泉州市某党群活动服务中

心，参加过武汉抗疫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黄永德，正在细心
地为留在泉州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宣讲
个人防护注意事项。这是该医院开展
“情系外来工，健康送上门”活动的一幕。

健康服务到工厂
第910医院为企业就地过年员工义诊

为让驻地群众度过一个健康祥和
的春节，第 910 医院积极参与地方疫情
防控知识宣讲，专门抽组专家医疗队，
利用一周时间，前往驻地大型企业和工
厂，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对有核酸检测需求的企业和员
工，还派出专人上门检测。

军民携手抗疫情，健康安心过大
年。在义诊现场，记者看到，来自内科、

外科、妇科、眼科、康复科等科室的坐诊
专家，仔细地进行疾病诊断、健康咨询
等服务，还开展了血压血糖、肺功能检
测，以及白内障筛查等检查。当天上
午，该医院共为百余名外来务工人员进
行了义诊，并进行常见疾病预防、健康
饮食科普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赠送
了防疫物资和常用药品，受到企业员工
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