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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浩荡万里澄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四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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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
讯员 姜雅静 刘晓梦）昨日，窗外寒风凛
凛，海阳市方圆街道文明实践所里却温
暖如春，洒落在笔墨字画上的阳光，让人
感受到宁静闲逸、格调清雅的氛围。祁
涛是这里的常客，闲来无事约上友人一
同到此写字、画画，让他退休后的生活逸
趣横生。

“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活动中心，大
家一起发展爱好、修养身心，感到非常满
足。”祁涛怡然自得。对方圆街道的居民
来说，文明实践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逢年过节，居民们自发聚
集在此，举办文艺活动、做美食、做手工，
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居民和
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志愿队像亲人一
般，走进贫困户、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
家中看望慰问，用善意温暖脆弱的心灵；
活动中心还定期组织公益课程宣讲，传
播女童保护知识，每周邀请“故事妈妈”
志愿者给儿童讲故事，给孩子们营造了
快乐的生活环境……

生活，因文明实践而美好；社会，因
文明实践而温暖。如今，海阳新时代文

明实践已遍地开花，该市有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1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7处、
文明实践站627个，建成率达到90%。
为做到资源共享，建设中按照“一个中
心、一个主题、多种使用”的机制，整合党
群服务中心、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等公共服务资源，让群众在中
心得到多元化、综合性服务。为最大限
度发挥作用，海阳组建了志愿服务团队
892个，招募爱心志愿者9.3万人，通过

“讲评帮乐庆”五种实践方式，因地制宜
设计策划了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在基层、

家风家训传承、移风易俗等实践项目，每
月开展经常性、面对面文明实践主题活
动，让群众讲给群众听、群众典型群众
评、群众困难群众帮、群众演给群众看、
群众引导群众做，实践站成为了群众最
爱光顾的地方。

“党中央特别关心农业、农村、农民
发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
方设法解决乡亲们关心的就学、就业、就
医、出行、住房等难点问题；党员干部们
也全力谋划乡村振兴工作，帮助乡亲们
找到致富好门路， （下转第二版）

海阳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讲给群众听、群众典型群众评、
群众困难群众帮、群众演给群众看、群众引导群众做——

644个站所畅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新年伊始，芝罘仙境迎来新一轮“冲
刺”：2月8日，朝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
大街将同时开街，截至目前，两大街区69
栋历史建筑、院落已经全部实现“修旧如
旧”，60余栋建筑将开街，植入多个全新
业态，迎来数十家全球一线品牌相继入
驻，为市民休闲消费提供全新去处。而
安置朝阳、所城回迁居民的南山、峰山安
置房项目，目前已经全部竣工，将为安置
居民提供“最好地段、最好设计、最好配
套、最好质量”的新居。

69处建筑院落

实现“修旧如旧”

2月8日，朝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
大街将正式开街运营，而作为开街的重
要载体，朝阳街25栋历史建筑、所城里

44处院落已经相继修缮完毕，为开街奠
定基础。记者在朝阳街主街看到，沿街
历史建筑已经全部修缮一新，继去年11
月底全面“落架”、撤去围挡后，修缮后的
建筑已经重回昔日颜值“巅峰”：破损的
外墙经过取样、分析、重新烧制后，修旧
如旧，古色古香；建筑顶层立起的“山
花”，西式结构与方块汉字相映成趣；而
赭红色的门窗、别致的铁艺栏杆，则将修
缮后建筑的诸多灵秀细节逐一彰显。

“朝阳街开街段需修缮的建筑共23
处，建筑面积约22513平方米，包含市级
保护建筑5处，建筑面积约5739平方米；
不可移动文物11处，建筑面积约9199平
方米，历史建筑7处，建筑面积约7575平
方米；维护保养建筑1处（国宝建筑），建
筑面积约780平方米。计划总造价约4
亿元。”朝阳街区文保修缮项目经理李东
告诉记者，“我们针对建筑修缮的老旧材

料短缺问题，联系多地老旧材料收购商，
提前采购后期修缮的老砖、瓦、石材、木
材等材料，为建筑修缮提供基础保障。”

为根治历史建筑诸多“老年病”，修
缮团队首先完成了加固、外墙水刷石修
复、外墙白灰砂浆修复、外墙泰山砖修
复、外墙面石材修复、清水墙修复等基础
工序，让老建筑全面“强筋健骨”，随后又
根据历史照片，逐一进行了山花制作、红
瓦屋面瓦修复、小青瓦屋面修复、门窗修
复、消防水池及基坑开挖、强电安装、消
防安装、店招安装、亮化安装、道路铺装、
景观布设等工序，力求“修旧如旧”。

多家一线品牌进驻

为开街“添彩”

距离开街仅剩3个星期，诸多已经

入驻两大街区的商户，也正紧锣密鼓地
进行内部装饰装修：记者在朝阳街看到，
盎斯洋行旧址前，已经立起了一座座主
题雕塑，酷似高脚红酒杯造型的雕塑，既
与开街后朝阳街弥散式红酒街区的主题
暗合，又格外靓丽“吸睛”。锦章照相馆
和宝时造钟厂旧址，商户已经在门头悬
挂了醒目的店招，诸多红色主题的店招、
海报、物料次第亮相，与春节开街喜庆、
祥和、热闹的氛围不谋而合。

开街进入倒计时，诸多历史建筑也
将以崭新的功能定位，与市民新春有约：
在新中国电影院旧址，710平方米的展厅
采用5D电影放映的方式，将“芝罘仙境”
的蓝图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伴随着
270°弧形投影幕的滚动播放，太平湾码
头、崆峒岛、烟台山、朝阳街、所城里等规
划逐一铺开，观众既能触摸墙面投影的
互动感应点， （下转第二版）

朝阳所城60余栋老建筑完成修缮，南山嘉园安置房本月交房

“芝罘仙境”春意闹

本报讯 1月 17日上午，市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在东山宾馆举行。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晓敏，副主任徐少宁、刘
洪波、张伟、潘士友、黄永政等常
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市长
张代令列席会议。王晓敏、黄永
政分别主持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关于接受李朝晖辞去烟台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政
府提请的人事任免名单。会议决
定任命曹强强为烟台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王晓敏向新任命人员颁
发任命书。会议举行新任命人员
宪法宣誓仪式。

（YMG全媒体记者）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最近，新一波疫情来势凶猛，
河北和黑龙江成为重灾区，北方
整体上形势趋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只要未取得最终胜利，就必
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要
求，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当前，烟台正在有序接种新
冠疫苗，新一轮防控也进行得有
条不紊。从管理部门宏观统筹安
排，到具体执行的管理细节，都有
章有序。如芝罘区强化学校传染
病及疫情防控监督，开发区迅速
开展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同
时，为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和
药品零售企业的疫情防控哨点作
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小医院、小诊所、小药店
应用烟台市疫情防控药品监测系
统等等，诸多措施均剑指新冠肺
炎疫情的新一波反弹，和生活并
行，亦需常抓不懈。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每
分每秒都珍贵，只有刻不容缓落
实各项防控举措，才能跑赢疫情
传播速度，才能有效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对各级管理部门来说，
要强化防控、搞好保障、加强引
导、压实责任，确保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更加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确
保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
群众来说，要深刻知道，疫情防控
既是卫生防疫问题，更是道德问
题、法律问题，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听从组织统一安排，严格执
行防疫措施。

进入腊月，春节临近，人口流
动以及聚集现象增多，加强春节
常态化疫情防控，刻不容缓。值
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城市，农村地
区在疫情防控意识和资源等多方
面都是相对薄弱环节。基层党委
政府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
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
群控的人民防线。同时，加强村
卫生室的建设与管理，强化诊所、
药店等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哨点
作用，立足于防疫现实的查漏补
缺，也不容忽视。

疫情尚未结束，防控之弦不
可松懈。时下，广大市民要做的
是，从我做起筑牢抗疫防线，打赢
这场“硬仗”。比如，佩戴口罩、减
少近距离接触、非必要不聚餐不
聚会不聚集，都当牢记于心，并付
诸行动。

时刻绷紧防控这根弦
□姜春康

1月17日，山东栖霞笏山金矿。时间
接近14时，喧嚣忙碌的救援现场此时无比
安静，所有人都盯着刚刚打通至井下巷道
的3号钻孔。

“当、当、当……”救援人员用劲儿敲击
通往被困工人巷道的钻杆。

这一刻，人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
了。所有人都在期盼那代表生命奇迹的回
音响起。

“啾、啾……”，井下传来回响。
钻机旁的救援人员一片欢腾。敲击声

密集地传向井下，井下又陆续传来回响，最
多时达到了9声。

“我们听到了井下敲击回应，初步可以
认为有生命迹象！有待进一步确认信息。”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树福红着眼睛说。

这一刻、这一声，是一周来无数人的心
心念念。

1月10日14时，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
公司栖霞笏山金矿井下240米处发生爆炸
事故。事故导致井筒梯子间损坏、罐笼无
法正常运行、通信系统损坏，22人被困井

下600多米处。
接到事故信息，应急管理部、山东省派

出专家工作组紧急抵达现场指导救援，并
调集各级专业救援队伍和设备增援现场。

12日凌晨，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
勘队在接到救援任务三个小时内，就组织
好车载钻机及43名救援人员，从北京、安
徽、河南等地紧急向事故地集结。

12日中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山东
能源兖矿集团、山东能源淄矿集团等单位
的9支矿山救援队伍以及烟台市消防救援
支队共300余名救援队员正全力施救。到
16日中午，现场已经有439名救援人员、
357台套各类机械装备参与救援。

救援是一场与“死神”的竞速赛，拼的
是速度，靠的是专业和信念。

为了尽快把人救上来，救援按照“两条
腿”并行的思路紧张进行，一方面加快清理
回风井井筒障碍物，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打
钻，开辟生命通道。

救援过程一波三折。一名从井筒中执
行清障任务返回的救援队员向记者描述作

业所见：“井筒上半部分的板是弯曲的，但
是比较完整，到了一百四五十米的地方就
开始倾斜，感觉快要塌了。”

“最大的难点是井筒这边，作业量比较
大，速度比较慢。”救援指挥部技术专家组
成员汪宗文15日说，当天中午，井筒清障
作业仍在距地面340米位置。

实际上，在14日12时，回风井井筒障
碍物就已清理至距地面340米。目前，救
援人员每组四人，每班六小时，正争分夺秒
加紧清理。

地面打钻又谈何容易！从地面向600
多米的深度、宽度只有3米的巷道钻孔，本
身就不容易，更何况还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
件，“卡钻”、钻孔歪斜的风险都有可能发生。

为进一步提高成功救援概率，15日，
救援现场新增加了两处钻孔，共有6个钻
孔紧张施工。

在救援现场，各支队伍密切协作。此
次贯通的3号钻孔一直进尺较快，但一度
打偏。为了尽快实现贯通，又新上了控斜
纠歪能力较强的队伍。

在回风井口旁，一直站着四五个人，一
条连接井下救援人员与地面工作人员的电
话线将他们“串联”起来。他们双手端着电
话线，为的是防止线路弯折。

事实上，所有人都被一条看不见的线
“串联”起来——由30多人组成的专家团
队研判指导救援方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十
余支救援队伍积极施救；有关部委开通绿
色通道，国际最先进钻机从千里之外日夜
兼程被调集而来……

“无论困难多大，我们一定不惜一切代
价、穷尽一切手段，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
员。”救援指挥部专家组组长修国林说。

在人们的期盼中，17日13时56分许，
救援人员终于打通一条从地面至被困工人
所处巷道的钻孔。

随后，人们听到了来自井下的令人无
比激动的回响。

孙树福说，下一步，救援人员将快速下
套管、输送营养液、下放生命探测仪和有线
电话，以便进一步确认被困人员信息。

新华社济南1月17日电

“井下有回应了！”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救援速览

全国首个创新
微球制剂“烟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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