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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大家谈

□新华社记者

大年初四，“天问一号”传来火星的
最新问候，一个漂亮的“转身”，成功实
施捕获轨道远火点平面机动，将轨道调
整为经过火星两极的环火轨道。

从“天问”探火到北斗组网，从
“嫦娥”奔月到万米深潜……刚刚过
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没能阻
挡中国创新的脚步，一批科技成果
惊艳亮相，成绩斐然。新春佳节，这
些国之重器“放假”吗？它们和它们
背后的科研人员在干啥？新一年，

还将有哪些新突破？
“天问”探火：来自火星的新春

祝福
新春伊始，行进在探火征途上

的“天问一号”接连传来好消息：
春节前夕，“天问一号”传回首

幅火星照片；腊月二十九，探测器成
功实施火星捕获，开启环绕火星之
旅；大年初一，火星捕获过程影像公
布，那是来自火星的新春祝福。

制动捕获是火星探测任务中技
术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环节之一，
环绕器能否精准点火制动，关系着任
务的成败。“天问一号”进入火星捕获

阶段后，环绕器部分携带的中分和高
分相机、磁强计、矿物光谱分析仪等
设备将对火星开展多维度探测。

环火成功的背后，是一个个必
须攻克的技术难题：火星捕获时只
有一次机会的一脚刹车如何踩准？
上亿公里外的火星探测器如何开展
自主管理？一批批科研人员迎难而
上，集智攻关，不舍昼夜。

得知“天问一号”成功进入环火轨
道，环绕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牛俊坡自豪
地说：“深空是等待人们探索的未知领
域，梦想是激励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下转第3版

快来围观！你关心的大国重器怎么过年？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王菲琳

吃了一两口的香蕉、刚刚掰开的几
瓣橘子……除夕夜，科右前旗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办公桌上有些零乱，这是护
士李奇奇、齐柳、王东波接到安排重症
患者到ICU病房命令后留下的。而主
治医生郭凯在接到指令的同时也中断
了与家人的视频，紧张有序地准备着诊

疗设备。对她们而言，虽是除夕夜，却
也是365天里“平常”的一天。

24小时不歇息的守护患者，是每
位 ICU 重症监护室医护工作者的职
责。“我们绝对不能离开患者，去卫生间
也要叫同事过来帮忙盯一下，患者随时
都可能需要抢救。”正在调试仪器的齐
柳表情严肃地说。

“结婚两年都没和丈夫在一起过除
夕，不是我忙就是他忙。我在 ICU重
症监护病房工作6年了，和家人一起过

除夕也很少……”李奇奇翻看着丈夫的
照片，感慨着夫妻二人在各自岗位上的

“并肩作战”。
“说不难过那是假的，但看到病房

的患者们，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希望新
的一年，大家都能健康平安。”作为刚来
到 ICU重症监护病房一年的新护士，
24岁的王东波上一秒还在品尝新年美
味，下一秒就立即投入了“战斗”。

看着来回穿梭的医护人员及等在
病房外的家属，记者插不上一句话。过

了两个小时，患者安排好了，医护人员
紧张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小齐！4
号床的大爷输液快结束了，准备取针
吧。”“好咧，这就来！”她们格外忙碌，采
访又中断了……

窗外华灯璀璨，走廊里闪动着护士
们的身影。正是因为有了她们——与
时间赛跑的无名英雄们，才让更多的人
们定格在美好世界的欢声笑语中，让新
年有更多的期盼，让生命有更多的可
能。

她们忙碌在ICU病房

□本报记者 冯雪玉

2 月 11 日下午 4点，自治区交通
管理局高速交警一支队兴和大队蒙冀
界检查站民警刘阳所在的执勤小组，
像往常一样开始了疫情防控勤务。在
对所有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和人员进
行检测、登记时，刘阳发现远处一辆大
型半挂货车停在通道内很久不动，后
面的车辆都要绕过它前行。刘阳快步

上前，经过询问了解到，这辆大货车在
排队过程中发动机无故熄火，多次尝
试都无法启动，司机王师傅也是一筹
莫展。

刘阳连忙把安全锥桶放置在大货
车后警示，一边和兴和县城内的修理厂
联系。当天正是大年三十，修理厂早已
歇业，刘阳打了六、七个电话，才终于有
一位修车师傅愿意过来看看。修车师
傅到来后表示能修，但是需要个助手。
刘阳脱了警服跟着师傅钻到了车下一

起维修，直到车辆能够正常行驶，才满
脸油污地爬了出来。面对王师傅的再
三感谢，刘阳有些不好意思，他赶忙对
王师傅说：“赶紧回去和家人团聚吧，路
上注意安全。”

今年1月 19日，兴和大队蒙冀界
检查站开启了新一阶段疫情防控勤
务。G6高速公路蒙冀界检查站是进京
入蒙的重要通道，是“环京、环呼”护城
河的重要一环。为了保障首都的安全，
刘阳所在的大队全员停休，坚守岗位。

接到任务后，刘阳在日记本上写
道：“身负重任者，必先立于众人之前！”

为筑牢这道祖国首都安全屏障，刘
阳和战友们从勤务开始以后一直持续
作战，他们不仅要配合特警和防疫部门
工作人员对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测
温，还要对通行车辆进行疏导，以确保
防控工作有序开展、保证车辆人员顺畅
安全通行。他们每天工作超过8个小
时，平均每天检查车辆约1000辆次、人
员约1600人次。

“赶紧回去和家人团聚吧”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大年初二午后刚过，为了避免棚
内温度流失，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
格日勒敖都苏木赛乌素嘎查的种植
户张赛光便开始将暖棚顶的棉帘调
低。走进大棚，满满甜香扑鼻而来，
一垄垄整齐的绿苗上缀着鲜红的草
莓，犹如一颗颗深红油亮的玛瑙。

“草莓品种很多，差不多有 200
多种，我前期试验过十几种，最终选
择了这个最适合咱们当地种植的品
种妙香7号。相对来说，它的产量、口
感、包括抗病性目前为止是最好的。”
张赛光介绍。

别看如今种植效果显著，说得也
头头是道，但张赛光并非经验老到的
种植户，而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学习建筑专业的张赛光3年前不
顾亲友反对，毅然辞去专业对口的工
作，返乡种起了草莓，当起嘎查里“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然而，张赛光第一年搞种植却没
挣到钱，踌躇满志返乡的新农民，不
但没有成效，反而寸步难行。正在他
一筹莫展之时，二连浩特市的各项帮

扶政策给予了张赛光坚持下去的信
心。

他说，资金方面，市里为我提供
了大学生创业无息贷款15万元，相关
技术部门还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
有专业技术人员经常前来讲解指导，
还有嘎查也在大棚选用、地址选择方
面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只有不
断学习掌握新技术才能种出优质的
农产品。在种植中，张赛光通过远
程向技术员求教和自己摸索的方
式，模拟生态种植法，采用蜜蜂生物
传粉，有效提高了两个大棚草莓的
产量。现如今，每棚每周期平均产
量可达4000斤左右，共计收益达10
万元。

张赛光不仅把自己的草莓产业
搞得红红火火，还积极发动周边5户
农民，联合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分
棚种植集中售卖，每天平均向二连浩
特市供给新鲜果蔬150余斤。

“2021年，我准备扩大生产规模，
改变单一的采摘模式，实现量产，在
此基础上，通过合作社成立自己的品
牌，带领更多的种植户实现共同致
富。”张赛光信心满满地说。

张赛光的大棚草莓飘香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6 日电
（记者 安路蒙）正值春节，各地大街小
巷张灯结彩，民众们尽情享受着欢度新
春的快乐。而此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的神东煤炭集团寸草塔二
矿，仍然有矿工奋战在地下3000米矿
井深处，坚持正常生产。

“妈，过年好！今年没能回家过
年，下班后再和您聊，照顾好自己的身
体。”寸草塔二矿掘锚一队副队长于明
航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和远在包头的
爸妈简单通话。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他毅然选择就地过年坚守岗位。“今年
跟大伙过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大
家坚守在岗位上也挺幸福的。”于明航
说。

受疫情影响，加之近期煤炭需求旺
盛，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供应基
地，内蒙古全力保障煤炭供应，倡导煤
矿职工就地过年。神东矿区地处陕蒙
晋三省区交界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为积极响应号召，公司实行所有矿井员
工‘不停产、不放假’，春节在岗员工超3
万人，其中外地员工有14301人。

倡导就地过年，也要做好后勤服务
工作。神东煤炭集团储备了足量疫情
防疫物资，设置了职工家属探亲房，并
发放节日补贴。

制定食谱、设计海报、统计数量、挑
选厨师……春节期间，该公司大柳塔煤
矿的服务部食堂忙得不可开交，为一线
员工精心准备了卤味熟食、创新菜品，
让年味“食”足。为员工亲属安排的探
亲房，则穿上了“新衣”，贴福字、挂灯
笼、放绿植，配备了生活电器和消杀用
品，满足矿区员工们的就地过节需求。

“我是四川人，离家1000多公里，
今年公司出台了很多鼓励就地过年的

措施和补助，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
是我准备用补助给家人发红包，同时也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明年再回家过年！”
寸草塔二矿掘锚二队电工江长虎说。

当前，寸草塔二矿掘锚一队掘进的
工作面正遇断层，困难重重，但是矿工
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既然不能回

家，我们就好好地坚守在岗位上，每天
多掘个几米，争取完成保供任务。”于明
航说。

目前，神东煤炭集团煤炭日生产能
力达到54万吨，经过铁路、航运送往我
国南方地区，保障电煤及工业用煤。同
时，为保障全国煤炭供应，内蒙古全区

坚守岗位安全生产的煤矿职工达几十
万人，当前正常生产煤矿数量197处。

吃过午饭，矿工们重新回到工作
面，开始了新一轮的掘进。狭窄的巷道
里，各种大型采矿设备来回穿梭，一切
想家的思绪，融进了隆隆的机械声中和
煤炭保供的千米井下。

内蒙古：万名矿工就地过年 保障全国煤炭供应

2月 16日，人们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参观。当日，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人
们被各式各样的矿石、奇石所吸引，孩子们在探秘恐龙世界，在浓浓的文化氛围
里度过春节。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博物馆里过大年

2 月 16 日，小朋友在呼
和浩特市青城公园内的冰场
上滑冰。当日是大年初五，
天气晴朗，市民纷纷走出家
门进行户外运动，滑冰场上
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享受
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快乐滑冰
过大年

□本报记者 于海东

“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加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繁
荣，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利在当前、惠及长远的国家大
事。”乌海市蒙古族学校学生家长图
雅说。

对此，图雅有着切身体会，“我从
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那时周边的同学大都是蒙古
族，交流中没感觉困难，但是上了大
学，在日常生活中，就感觉到了在国
家通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与同学们
的差距。走向社会后，我切实感受到
了学习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
带来的便捷，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自
身素质。”

如今，图雅的孩子在乌海市蒙古
族学校六年级就读。图雅告诉记者，
学校开设了语文、蒙古语文、数学、英

语、道德与法治、美术、体育、音乐课
程，此外还开设了马头琴、国际象棋等
具有民族特色的选修课。学校的老师
们责任心很强，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
非常精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丰
富多彩。

图雅认为，学好统编教材和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培养孩子爱国
主义精神，有利于让少数民族学生接
受更加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少数
民族孩子既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又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能让孩
子学到更丰富的知识，获得更多的展
示自我、发展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
机会，更能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空
间。

“作为家长，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
孩子学习好统编教材和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让孩子在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
从小培养良好的意志品格和道德素
质，树立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厚植
爱国情怀。希望在社会、学校和家庭
的多方努力下，孩子们能不断进步，将
来成为植根草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的合格人才。”图雅说。

培养根植草原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的合格人才

2月11日，神东煤炭集团供电中心电气检修一队的检修工赵建荣在进行电缆隐患排查，保证矿区安全用电。
新华社发（王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