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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演员们在演出中。当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收官文艺活动在
甘肃会宁举行。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郭大为会见美国众议院
“美中工作小组”助手代表团一行

本报讯 8月 1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在西安会见了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
小组”助手代表团一行。

郭大为对代表团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
了陕西省省情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他说，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代表团一行访陕
有着特别的意义。欢迎美议员实地了解陕西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更好发挥中美议会交流机制作用，密切
沟通交流，拓展合作领域，为彼此发展贡献力量。

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阿什莉·
安托斯基威克兹希望不断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互利
合作。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有关在陕全国人大
代表、省人大代表参加会见。

福建省长汀县是红九军团的长征出
发地，那里的一座木质廊桥上，至今还保
留着当年红军征兵的等高线——“人比枪
高当红军。”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
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在册烈士 917
名，大部分参加了红 34师，几乎都长眠在
湘江之畔。

长征，书写的是奋斗历史，树立的是
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初心和使命哪里寻找？就镌刻在那
条生命等高线上，在那面烈士纪念墙上，
在无数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故事中。”在
长汀县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颜珂说。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记者再走长征
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引发各界
强烈反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红
军长征出发 85周年。中宣部 6月 11日至
8月 18日组织开展了“壮丽 70年·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

动。先后有1300余名记者追随当年红军长
征步伐，深入实地采访，累计跨越 1.6万余
公里，推出万余篇报道。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在湖北十堰郧西采访
的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杨慧华感触颇深。

一路走来，杨慧华都深深感受到红军
长征所到之处，让农民做主人、为农民谋幸
福的主张。“这不仅是印在纸上，写在墙上，
更是用实际行动让老百姓记在心上。”

杨慧华说，长征精神是一批批红军战
士不怕吃苦、不惧牺牲，无坚不摧、顾全大
局的革命英雄主义，也是牺牲小我为革
命、坚定不移相信党的军民鱼水情，谱写
出的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年轻的讲解
员，24岁的周平青对长征故事烂熟于心，信
手拈来。她印象最深刻的长征故事是湘江
战役，印象最深刻的长征人物是“断肠明
志”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 （下转第三版）

喇叭一吹响，垃圾进大筐。这是笔者
最近在富县牛武镇管头村采访时看到的场
景。垃圾分类，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生活
习惯的改变。

管头村位于牛武川河旁，紧邻 309国
道。在今年66岁的村民王长进的记忆里，
废旧衣物、剩饭剩菜、碎纸玻璃等，但凡是
生活垃圾，各家都会装进大大小小的塑料
袋，积满后随手扔到河岸上。久而久之，曾
经宜居美丽的家园变了模样。“遇上倾盆大
雨，河道里的臭水就会涌上公路。路不像
路、河不像河，是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王
长进说。

改变始于去年 5月。王长进说，管头
是富县最早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村，刚开
始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到
每家每户都配上了一只灰色铁桶和两只绿
桶，院里的墙上也以图表形式粘贴了各类
垃圾的归类，大家慢慢明白了：铁桶盛装炉
灰煤渣，两只绿桶分别装可腐烂垃圾和不
可腐烂垃圾。“在庭院分装是我们这儿垃圾
的第一次分类。”

正说话间，门口响起了回收垃圾的高
音喇叭，王长进提着两只绿桶来到了门

口。村里的贫困户张玉梅正骑着电动三轮
车挨家挨户收集垃圾。笔者在她的车上看
到：4只大垃圾桶不仅有着蓝、绿、黄、红的
区别，每只垃圾桶上还写有可回收物、湿垃
圾、干垃圾、有害垃圾的字样，王长进和张
玉梅一起，将他家垃圾桶积攒的塑料瓶、旧
铁丝倒进了蓝桶；剩菜倒进了绿桶；旧袜
子、烟头倒进了黄桶。“今天长进家没有废
旧电池、废油漆桶等，有的话应该倒进红
桶。”张玉梅说。

跟随张玉梅又去了两户人家收集垃圾
之后，她将车骑到了距村民聚居地较远的
牛武镇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等待的片
刻，她说起了这些垃圾的最终去处：不可处
理的炉渣、煤灰等将由环卫公司转运至镇
垃圾填埋场填埋；餐厨垃圾等湿垃圾经过
烘干发酵后，将作为果树菌肥售卖给企业；
废旧塑料、废纸包装袋等不可腐烂垃圾经
低温磁化后，将成为建材原料，出售给相关
企业。“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理，就是要达到
减量和无害。”

牛武镇人大主席冯云志说，去年垃圾
分类开始前，全镇曾对14公里长的牛武川
河道进行过清理，历年积攒下来的垃圾达
到了80多吨，与垃圾相伴曾是人们生活的
真实状态。伴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和河道
整治的加快，现在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在管头村已经实现。
将垃圾进行分类并在春冬每日 15时

至 17时、夏秋每日 18时至 20时交给保洁
员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垃圾分类也改善
了村居环境。原先因为村里脏、臭、乱，我
居住在富县县城、西安的亲戚没有一个愿
意来家串门、拉话，现在每到周末，我家的
乡村民居就是大家品赏美景的最佳选择。”

王长进说。
“通过源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围绕“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等环节，富县正在推进农村垃圾
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富县县委书记李志锋
说，“户分类、村收集、环卫公司转运处理”
的体系已正常运行。现在，山美、水绿、宜
居的富县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刘彤）

用过的纸巾是否可以回收？开败
的鲜花如何投放？塑料餐盒属于厨余
垃圾还是其他垃圾？面对这些问题，很
多人可能弄不明白。随着绿色环保理
念深入人心，垃圾分类早已不是陌生概
念，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垃圾分类点
却形同虚设。

如何让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行动？不
少地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江苏扬州推
出“互联网+垃圾分类”数据平台，市民
可以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广东东莞将回收的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
肥，向居民免费派发；上海闵行开展行

动，基层党组织安排志愿者轮流值班，指
导垃圾投放。推广垃圾分类，一方面要
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人员
投入、经济补偿等举措来撬动行为模式
的改变，从而深化认识、培养自觉。

网络支付、健身塑形、旅游休闲等固
然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缩影，垃圾分类、节
约用水、低碳出行等又何尝不应成为时
尚？小习惯透视大文明，举手投足、点滴
之间最能看出绿色生活的水准、公民意
识的高低和社会文明的成色。有决心也
有知识，有态度更有行动，文明才能成为
生活的主基调。

让垃圾分类成时尚
·石 羚·

喇叭一吹响 垃圾进大筐
——富县垃圾分类采访见闻

垃圾分类我先行

8月16 日无人机拍摄的靖边县城旁的芦河湖泊
湿地。

20世纪60年代，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靖
边县郊半公里外就是寸草不生的流沙。经过几十年
的“防风固沙”治理后，如今的靖边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38%，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许多沙地成了林地、草
地和良田，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从荒山秃
岭到绿满山川的蜕变。 陶明 摄

靖边：沙漠中的森林城市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屈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
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
高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在 8月 19日第二个“中国医师
节”到来之际，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 年“最美医
生”先进事迹。

王东进、王新华、石学敏、姚玉峰、葛
均波、张俊廷、庄仕华、王荃、谭晓琴、顾
方舟（已故）等 10 名卫生健康工作者和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奋斗在卫生健康事
业的不同领域，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
务。他们有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为我国
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重要贡献；有的躬
身杏林一甲子，妙手施针除病痛；有的不
断挑战生命禁区，不负患者性命相托；有

的以赤子之心科技报国，矢志攀登卫生
健康科研高峰；有的用高超医术和温情
陪伴护佑妇女儿童健康；有的多年来扎
根边疆和乡村，提升各民族群众健康福
祉；还有的深入一线健康扶贫，只为在小
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医生”先
进事迹的视频短片，采访讲述了他们的从
医感悟。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同

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医生”荣誉证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一位医务工作者代

表说，从“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最
美医生”身上，可以看到一代代卫生健康
工作者与祖国共成长、同奋斗的艰辛历
程，感受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
的显著成就。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用守
护人民健康的执着诠释不忘初心，以建
设健康中国的行动勇挑使命担当。

2019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发布

共产党人信仰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重要指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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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记者随采访团走进延安
市甘泉县，追忆 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
甘泉县象鼻子湾村“雪地讲话”时的
历史足迹。

1935年11月4日早晨，毛泽东率中
央红军从下寺湾出发，于王坪村南渡洛
河，取山道经井家塌、圪崂、九牛塌南
进，夜宿乔庄村。次日抵达甘泉县道镇
史家湾、象鼻子湾村，毛泽东、周恩来等
住在史家湾村村民张万富家的土窑洞
里。当晚，毛泽东在史家湾住处主持召
开会议，同彭德怀等军队主要领导人一
起研究部署直罗镇战役，决定于翌日两
军正式会师。

1935年 11月 6日 10时许，红一方
面军各部和红十五军团部分指战员从
驻地向象鼻子湾村集结。村前旷地上
站满了红军战士。

象鼻子湾村的名字取自它背靠的
大山，从一定的角度远眺，山的外形酷
似大象的鼻子，村落由此得名。11月 6
日 12时，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战士们在
风雪中等候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时刻
的到来。毛泽东走上大树下的土台子，
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第一次总结了红
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我们长征胜利结束了，敌人围追堵
截的计划破产了！”“长征以我们的胜利
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历史
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将载入史册。长征
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
机……”毛泽东还说道：“要团结红 25
军、红 26军和红 27军，要做团结的模
范，团结的核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
伟大使命……”

83岁的甘泉县象鼻子湾村贾生贵
老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谈及“雪地
讲话”时，他说：“我们三代人都住在这
里。爷爷曾告诉过我，他清楚记得当年
雪地讲话的情景。漫天大雪中，一位首长面对300
余名红军战士，发表了重要讲话。战士们衣衫单
薄，有的士兵裤腿上的布都是一条一条的，遮挡不
住寒冷，但他们腰板都挺得很直，眼睛里放着光。
讲话很鼓舞士气。”贾生贵说，“只不过当时不知道
讲话的是谁，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毛泽东！”

“雪地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士
气和热情。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为彻
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
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
雪
地
讲
话
﹄
：
鼓
舞
全
军
战
斗
士
气
和
热
情

记者在甘泉县周恩来湫沿山遇险处采访记者在甘泉县周恩来湫沿山遇险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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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助力职工子女暑假圆梦
详见第三版

聆听这些文物背后的初心故事
详见第四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7月份，我国原煤产量3.2亿吨，同比增长12.2%，增
速比上月加快1.8个百分点，创近3年来新高。

尽管立秋已过，但我国部分地区暑气未消、依旧炎
热。近两个月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居民用电量大
幅增长，带动煤炭市场供销两旺。

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公布 7月中
国电煤价格指数为 488.13元/吨。全国煤炭价格活动
范围整体上行，反映出市场煤炭供应小幅趋紧。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统计，7月份全国铁路
货物发送量完成3.65亿吨，同比增长8.4%。

7月我国煤炭产量增速创3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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