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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人—离大地最近的人》
●于天天
因为依赖你，
我愿意，
以孩童的纯真，
躺在你的臂弯里。
用儿时的好奇，
探究你的每一粒砂石，
用纯洁的童真，
研读你的每一捧热土。
因为热爱你，
我愿意，
以虔诚的信仰，
站在你的肩膀上。
用满腔的热忱，
对抗千里平原的寂寞，
用执着的坚守，
化解无边旷野的孤独。
因为敬畏你，
我愿意，
以谦卑的姿态，
伏在你的双足下。
用赤子的脚步，
丈量你浩瀚的胸怀。
用手中的仪器，
测绘你无垠的轮廓。
因为尊重你，
我愿意，
以工匠的精神，
驻在你的心窝里。
用矢志不渝的专注，
记录你的每一个变化。
用滴水穿石的坚韧，
感受你的每一次心跳。
脚下这片土地啊，
原来你能创造的奇迹，
远不止孕育春桃夏李，
还能承载住广厦楼宇。
拼搏的地质人啊，
原来你最骄傲的成绩，
不止那些珍贵的数据，
还有植入大地的根基。
日月星辰，
沧海桑田，
神州大地的壮美，
映在了地质人的眼里，
刻在了地质人的心里。

《我和我的家乡》 观后感
《我和我的家乡》 这部电影分五个单元，分别从
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讲述了北京、贵州、
浙江、陕西、辽宁五个地方的故事，和去年的 《我
和我的祖国》 相比，同为主旋律题材，但 《我和我
的家乡》 走了喜剧加温情路线，让人沉浸在家乡的
暖暖的温情里，感动蜩哭。
五个单元里，我最喜欢的就属范伟老师主演的
《最后一课》。远在瑞士的范老师年逾花蘱，得了健
忘症，记忆回退到一九九二任教的埘溪村，为了帮
助范老师恢复记忆，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和当年一模
一埇的教室，还原了当年范老师上最后一课的情景。
最终，范老师看到当年在TUVW下XY设计的Z
[，\成了]今蘡_在`前的abc的新学d，当
年efgh的学生们i已长大成才，j时流k出了
l容，记忆也m间恢复了。
作为 80 后，影片里n多以前的东西，攷能引起
我们的共p。我T学时，学dqr也不好，家乡的

s气，t季unv长，所以教室门w有一条深深的
排水x，y我们z下去，每s上学放学，老师攷要
把我们五十多个V{一个个|过这个水x。到了}
s，~有暖气的我们•得直哆嗦，老师就带着我们
跺脚、蹦蹦跳跳，暖和了以后再上课。
有一次我的书本丢了，急的直哭，老师不知道
从哪里，给我买了一套新书， 解决 了 我的 燃 眉 之
急。
老师这个职业，看起来n平凡，影响却n大，
足以影响一个V{的一生，她教我们善良诚实、正
直勇敢，正三观、爱祖国、爱家乡。少年强则国强，
]今我们长大了，不管我们身在哪里，做着什么埇
的工作，攷在用当年老师所教的知识建设家乡和祖
国，这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温暖回报，蜩这种温暖也
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只有这埇，才能i日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创
造祖国的辉煌未来。
（杨娇）

外国人笔下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读书笔记
——
近 期我 利 用业 余 时间 读 了彼 得 弗 兰 科 潘 著 的
《丝绸之路》 一书，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n震撼。这
是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丝绸之路，包括地理位置，历
史缘由，演\过程等，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
明的进程。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帝国在这里
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在书中作者用二十四个“之
路”向广大读者讲述了丝绸之路上各国权力的兴衰
起落，文化对抗和交融，艺术、科技及学术的发展。
作者在书中提到 2013 年习总书记宣布一带一路
的创想之时，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n久之前就
已经熟悉的繁荣回忆，是为了造福s下这一共同事业
蜩提出的。的确，丝绸之路看似n大n远，其实v就
在我们身w，从xy今攷在影响和感召着我们。
z{，v是一条文化交融之路。从|武帝时期
出使西域的}~，了解了西域文化，开辟了与西域
互•的商路，使他成为了开拓丝绸之路的英雄；再
到东|重启丝绸之路的{锋班超，再次出使西域，
使西域诸国归附|朝，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玉门
关内外再次出现了牛羊遍野，中西商旅不绝的太平
景象；再到西行丝绸之路的圣僧玄奘，历经 19 年游
历 30 多个国家，长途跋涉十余万里，记录了各国的
风土人情，弘扬传播佛法和大唐文化，促进了中原
与西域、中国和印度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历
史名人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v是一条国家竞争之路。在这条路上，
有公元前 6 世纪的波斯帝国，有亚历山大大帝建_
的罗马帝国，有月氏部落建_的贵霜帝国，有统治
着亚洲西部的安息帝国，有 16 世纪崛起的奥斯曼帝
国、莫卧儿帝国，更有着前后统辖着中华大地的大

|、大唐、大元等王朝。在这条路上，国与国之间
进行着货物上的流通，思想文化上的碰撞，智慧与
宗教上的交流，皮毛黄金白银的贸易甚y奴隶的买
卖，针锋相对的军事冲突。这些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使欧亚大陆的经济政治文化成为了几千年来世界舞
台的中心。
第三，v是一条共同繁荣之路。历史的车轮在
前进，无论是文化的交融还是国家间的各种竞争，
攷不能阻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类共同繁荣的脚
步。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对外交流合作为世界贡献
了四大发明、纺织品、陶瓷品、香料，并从西方获
得了优良皮毛和骏马；黑海、里海、地中海、波斯
湾q绕的地方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地方，连接
着东西方互通有无，开创了一条几千年的商路，传
播文化，传扬宗教，为生活在那里的不同民族积聚
了财富，创造了神奇。诚然，x老的丝绸之路曾作
为一条繁荣的贸易之路，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
连接在一起。]今，以历史的`光来评判，丝绸之
路已成为东西方之间对b、交流和融合之路，两千
多年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面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理解，丝绸之路
上的历史渊源，贸易交往、文化\迁、国家兴衰就
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需要我们用心去认真理解与
体会。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过这本
丝绸之路之后，使我对丝绸之路上的各国风情，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果有机会真希埘亲赴此地，亲
身感受异域风情，体会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世界全球
化的魅力。
（孙凯）

（上接第一版） 的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宣讲报告会 计划，发挥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用 ， 通过
和专题研讨班。11 月 12 日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线上+线下”“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种形式，
组召开了第一专题学习会议，深刻领会中央及省委 引导广大党员把全会精神学深悟透、融会贯通。集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要求，研究制 团所属各公司关于十九届五中全会共组织各级各类
定集团宣传贯彻方案。方案下发后，各级党组织精 报告会、宣讲活动 44 场，3000 余人次参与。
集团党建工作部发挥媒体主阵地作用，坚持全
心组织宣讲 宣传和理论阐释，采取喜闻乐见的形
式，推动全会精神进项目部、进班组，学习氛围浓 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开辟专栏宣
厚、反响热烈。12 月 4 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传学习贯彻举措，营造浓厚氛围。
王恩滨以视频的形式为集团总部和所属各公司上了
“真落实”鼓干劲建新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党
课，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阐释。宣讲会 要
学以致用才是最 终 的目 的。 当前 ， 最关 键 的
求，全集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 “用”是要以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
全会精神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 宁振兴发展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扎实做好当
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要以深入贯彻全 前工作，加强工作调度，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会精神为动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进工作的 努力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同时从全局和
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
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
找准集团发展战略定位，谋划好集团“十四五”规
“广宣传”形式多氛围浓
划和 2035 年远景发展目标，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集团各级党组织把全会精神作为中心组学习的 念，打造集团发展新优势，充分释放改革发展的巨
重要内容，组织专题学习研讨，纳入党员干部学习 大潜力和强大动能，用高水平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通过本次走访调研，集团进一步了解掌握了派驻干部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
不足和实际困难，为派驻干部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指出重点，提振了派驻干部精气神，鼓舞了派驻干部
的工作斗志，也紧密了派驻干部所在乡村与集团的关系，为更好地助推地企联合，精准扶贫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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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全面掀起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求。11 月 9 日集团组织所属公司主要
负责人及集团副部长以上领导人员，
以同步视频方式参加了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组织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11 月
11 日在集团第三季度生产视频会议
上，党委书记对全集团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动员
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
迅速召开会议，组织好本单位的传达
学习，把全会精神传达到每个党组织、
每名党员。12 月 8 日-10 日，集团分
片召开工作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
连日来，集团党委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 2021 年改革发展及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十四五”规划开展工作研讨。截止目前，已完成国
务，掀起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的热潮，确保全会精神 资委部署的各项规定动作。
在集团落地见效。
“大学习”准确把握内涵
“精部署”迅速组织传达
集团党委把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
11 月 4 日，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恩滨，党委副 党的理论武装的一项重大任务，结合巩固深化“不
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福亮参加了全省学习贯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统筹抓好党员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大会，听取全会精神， 干部学习，突出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积极组织
明确省委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安排部署和工作要 集团干部参加省委、国资委党委组织 （下转第四版）

建设公司改革重组 分公司全部挂牌

12 月 4 日，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彭齐鸣到集团指
导工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恩滨与彭齐鸣就东北地区矿业
绿色发展、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及集团下步涉及绿色矿山
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省国资委到集团开展 2020 年度
基层党建工作调研考核

12 月 21 日，省国资委二级巡视员李育林带领党建调研考核
组一行，到集团开展 2020 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调研考核，对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中心抓党建、
促发展、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等情况进行了重点调研。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恩滨，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厚兴，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林作甫陪同调研考核。
调研组听取了集团年度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调研和
考核重点内容进行座谈交流。
调研组分组查阅了集团党建基础资料、干部工作、宣传思
想、统战群团等内业资料，并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对集团
2020 年度党建工作进行民主测评。
随后，调研组一行分别到集团所属物测院公司、地质资料
中心现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调研组对集团及两家基层单
位党建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下一步抓好党建工作作出指导。

整合资源、深化改革是助推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12 月 15 日，建设公司分公司揭牌仪式
正式启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恩滨，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福亮分别为建设公司第十一
分公司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辽地集团） 揭牌。截止到 12 月 22 日，建设公司所
属 12 家公司全部完成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王恩滨对建设公司的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他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时应势谋划发展；
要不断解放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优势；要以科
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让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完善三项制度改革，激发员工内生动力，按
照集团“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谋划发展路径，为集团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s气虽寒，但乡村干部的脸上洋溢着l容，集团驻村人员也
2019 年 12 月，集团正式批复建设公司改革重组实施方案，仅用一年时间，建设公司快马扬鞭，奋力 感受到]春sc的温暖。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
起航，优化组织架构，坚定不移深化改革，逐步迈向集团化、专业化管理。
（李婷婷） 福亮一行深入扶贫点深度调研、慰问派驻干部。
12 月 2 日，带着对脱贫攻坚深刻的责任担当和对派驻干部深
厚的情感关爱，王福亮携集团综合部、党建工作部、人力资源
部、经营管理部等部门人员来到建昌县药王庙镇进行调研，受到
药王庙镇党政班{的热烈欢迎。药王庙镇党政班{为集团敬送锦
12 月 8 日-10 日集团分片区召开了 2021
旗，感谢集团为乡村脱贫攻坚提供的各方面帮助。
年工作研讨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恩
召开了集团驻建昌县 6 个乡村人员的工作座谈会。每名派驻
滨，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
干部分别做了发言，对派驻以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作以汇报，并着
福亮，副总经理陆国方，副总经理王金林分
重对接下来的工作规划和实际困难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王福
别参加了各片区 2021 年工作研讨会。
亮对派驻干部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表示肯定，希埘派驻干部继
本次研讨主要是围绕集团 2021 年改革发
续发扬优良作风，找准工作定位，协助乡村党组织做好党建工作、
展工作进行，重点围绕经营管理、市场开发、
做好服务群众工作，壮大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用心、用情、用
三项制度改革、绩效考核等方面进行发言讨
力地把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鼓励派驻干部在基层
论。经梳理汇总本次研讨会收集上意见和建
工作中不断锤炼自我，练就过硬本领，最大化体现个人价值，集
议共计 56 条，这些意见和建议将在 2021 年
团也会责无旁贷地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共同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的发展中逐步被采纳和解决。
12 月 3 日，工作组一行到建平县烧锅营{乡乌克朝村看埘驻
集团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所属各公司
村工作队员，同乡、村书记共同论证村集体项目，探讨成_农机
主要负责人共 60 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合作社的可行性，为壮大村集团体经济出谋划策，集团也将给予
一定的资金支持，希埘通过合作社带动当地的困难群众脱真贫，
集团网址：http://www.lngemg.com 内部资料：用户名：admin 密码：lndkjt
真脱贫，过上好日{。
（下转第四版）

心系脱贫攻坚 情暖派驻干部

集团分片区召开 2021 年工作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