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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峰市李先生反映，

城区园林绿化用水浪费严

重，绿地喷灌时经常发现水

漫到人行道上无人管理。

为节约园林绿化用

水，赤峰市住建局要求各

园林绿化养护单位，中水

取水点 2.5 公里范围内进

行绿化养护时一律使用中

水灌溉；喷灌绿地时加强

人员值守，防止大水漫灌。

（赤峰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2. 乌 海 市 王 先 生 反

映，乌达工业园区附近道

路施工后未恢复原貌，导

致路面骑行困难。

经乌达区有关部门调

查，施工单位为确保路面

铺设整体美观性，原计划

各路段施工完成后统一铺

设柏油路面，因此个别路段

临时用方砖进行了填补，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车辆通行。

经协调，施工单位在保证工

程质量前提下加快施工进

度，目前已完成柏油铺设和

路面恢复工作。

（乌海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3.牙克石市塔尔气镇

站前街土二楼群众反映，

由于没有纳入集中供热管

网，冬天室内温度偏低。

塔尔气镇党委、政府

对群众反映的情况逐户

走访核实，及时与有关单

位沟通协调，将涉及到的

居民住房纳入集中供热

管网，使站前街土二楼的

群众不用再自烧锅炉取

暖，保障冬天室内温度达

标。

（呼伦贝尔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4.东乌旗宝格达山林

场群众反映，国家的惠农

政策、法律法规等宣传不

够广泛、不够深入。

宝格达山林场党委联

合森林公安派出所、宝格

达乌拉社区成立“乌日特”

流动服务队，结合平安创

建活动，深入宝格达乌拉

社区、驻场单位、驻场施工

企业，通过“一对一”“面对

面”等方式，为群众宣讲惠

农政策、扫黑除恶、安全生

产、民间借贷（非法集资）

等法规知识，并提供咨询

服务、进行解惑答疑。

（锡林郭勒盟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

81 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

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

巴黎……但她心里惦念

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

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

贝”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

博物馆。1958 年填报北京

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

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

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

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

守护人。

在莫高窟 9 层楼旁的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

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

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

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

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

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

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

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

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

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

裳。

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

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

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

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

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

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

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

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

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

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

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

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

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

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

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

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

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

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

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

意义的典范”

1987 年，莫高窟被评

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

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

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

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

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

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

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

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

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

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

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

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

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

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

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

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护

好，让它的保护管理真正符

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

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

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

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

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

“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

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 80 年代，敦煌

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

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

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

“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

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

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

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

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

等一道道问题摆在眼前。与

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

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

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

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

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

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

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

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

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

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

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

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

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

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

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大漠“第

二宝藏”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

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

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

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

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

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

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

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 70 周年之际，樊

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

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

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

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

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

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

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

了还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

啥也没有了。‘莫高精神’是

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

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

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

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

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

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

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

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

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樊锦诗：“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文/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厚重的青砖外墙低声

诉说着烈士的英雄事迹，

鞋帽等物品记录着烈士的

成长之路……在辽宁开

原，每逢清明节及重大节

日，家乡人民总会来到安

业民烈士纪念馆，缅怀牺

牲在福建的安业民烈士。

安业民，满族，1937年

出生于辽宁开原，1956 年

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1957年3月，20岁的安

业民应征入伍并被分配到

旅顺口海军一个海岸炮兵

连当战士。入伍后，安业民

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努力

提高军事技术，即使在生

病时也坚持操练，先后任

电话兵、运药手和瞄准手。

1958 年夏，由于战备

需要，安业民所在海岸炮

兵连被调防到福建前线。安

业民坚决执行命令、服从组

织安排，随队伍来到离家乡

几千公里外的福建。

在紧张的战前训练之

余，安业民在日记中写道：

“我要永远战斗在海岸上，它

是我生死不可分离的土地。

革命先烈震动人心的英雄事

迹，是我军宝贵的财产。我一

定要向他们学习，立场坚定，

像海边的青松。让党考验我，

不管暴风雨多大，也吹不坏、

浸不倒共产主义战士的信

心。”“革命战士所以活着，只

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

民有用……在战斗中如果

遇到紧急关头，我一定勇往

直前，毫不畏缩。”

1958年8月23日，在福

建前线与占据金门岛的国

民党军炮战中，一颗炮弹在

炮位上空爆炸，弹片击中火

炮后面堆放的弹药包，燃起

熊熊烈火，火舌扑向炮位左

侧的数百颗弹头，严重威胁

着火炮和整个阵地的安全。

危急时刻，安业民不顾

个人安危，坚守战位，机敏

地把炮身向隐蔽壕转动。炽

烈的火舌烧着了他的衣服、

伤及脊背和胳臂，他全然不

顾，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烈

火的燎烧，奋力转动方向

盘，直到炮身转回隐蔽壕

中，才跳下炮盘，滚灭身上

的火焰。但他却由于全身烧

伤达70%而陷入昏迷。

苏醒后，安业民坚持

不下火线，再次登上炮位，

准确完成了指挥员下达的

每一个战斗口令，连续向

国民党军阵地发射炮弹，

顽强战斗 40 分钟，直至炮

战结束。后因伤势过重，抢

救无效，于1958年9月9日

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弥留之际，安业民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

请书中写道：“在伤好后重

返前线，狠狠地打击敌人”。

他牺牲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共

青团辽宁省委授予他“模范

团员”荣誉称号。福建厦门

修建了安业民烈士墓，纪念

碑上镌刻着朱德的题词：

“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

不朽”。 （据新华社报道）

安业民：烈火中永生的海军战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