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企业节支降耗、节能减排新要求，引领广大职工广泛开展以“小革
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小”创新活动，助力企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征集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金点子”等方式，促进企业健全和完善
节能减排管理、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制度。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
巍 通讯员 石林 摄影报道）近日，栖霞
市总工会开展的“永远跟党走·环保健
步行”活动在长春湖畔成功举行，也拉
开了“争当环保卫士、守护绿水青山、共
建绿色家园”主题活动的帷幕。该市总
工会全体机关干部、全市14个镇街总
工会专职副主席和部分职工代表参加
活动。

活动开始前，职工代表宣读《致全市
职工环保倡议书》，倡导文明生产生活方
式，号召广大职工从自身做起，用爱、用
情、用心呵护我们的家园。

国庆假期首日，栖霞阳光和煦。在长
春湖畔，干部职工们个个精神抖擞、步履
轻快，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一路唱响红
歌，表达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沿途中，大
家随手捡拾塑料袋、废纸片、塑料瓶等垃
圾杂物，同时，向过路市民宣传低碳生活
观念、倡导保护环境理念，用实际行动守
护践行环保理念，守护栖霞的蓝天净土。

栖霞身处胶东屋脊，“六山一水三分
田”，被誉为“被苹果托举的城市”，素有

“中国苹果之都”美誉。绿色是栖霞的本
色，也是发展的底色。立足栖霞“生态功
能涵养区、永续水源地、苹果主产区”的
功能定位，栖霞市总工会为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和职工群众在加强节能减排和生
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助力环境保护突
出问题综合整治，贡献工会力量，决定从
10月1日开始在全市开展“争当环保卫
士、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家园”活动。

据活动方案，此次主题活动以良好
习惯自觉保护环境，以岗位创新厉行保
护环境，以建言献策推动环境保护，以典
型示范引领环境保护，为打造天蓝水清
地绿、洁净整齐美丽的生态栖霞贡献工
会力量，主要围绕6个方面展开。

一是深化宣传教育，引领职工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自觉。每年组织开展“永
远跟党走·环保健步行”公益活动，举办
全市职工争做“环保达人”摄影大赛，动
员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积极行动起
来，增强参与“全员环保”行动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争当全员环保宣传者、推动
者、践行者、监督者。

二是深化劳动竞赛，引领职工在推
进生态赋能中建功立业。聚焦聚力市委
实施生态赋能和生态环境质量攻坚行动
新要求,深入开展“比节能、比减排、比安
全、比质量、比创新、比效益”为主题的职

工技能和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各级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全员环保”中的示
范带动作用。

三是深化“五小”活动，引领职工围
绕生态环保开展创新创造。聚焦企业节
支降耗、节能减排新要求，引领广大职工
广泛开展以“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
设计、小建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小”创新
活动，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各级劳模作用，引领职工
群众围绕节能减排进行技术创新。

四是深化民主管理，引领职工积极

参与企业节能减排降耗。通过征集节能
减排合理化建议、“金点子”等方式，促进
企业健全和完善节能减排管理、劳动安
全卫生保障制度。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
放、助力生态建设。

五是深化“人文关怀”，营造关心关
爱一线环保环卫职工浓厚氛围。广泛开
展关心关爱一线环保环卫职工活动，积
极为一线环保环卫职工提供休息、疗休
养、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服务。

六是深化正向引领，集聚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正能量。大力挖掘、培
育、宣传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涌
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工会
网站、微信公众号开辟“我为环保献计
策、节能减排作贡献”专栏，展示各级工
会组织和广大职工在环境保护、节能减
排方面的创新成果。同时为保护和鼓
励职工群众的首创精神，对活动中涌现
出的优秀单位、优秀成果和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奖励。并择优推荐参加烟台市
级“工人先锋号”和烟台市“五一劳动奖
章”的评选。

据栖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王国栋介绍，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
祉、事关改革发展、事关稳定大局、事关
职工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栖霞市总
工会将立足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方案，创新活动载体，强化责任落实，确
保组织领导到位、宣传发动到位、计划措
施到位。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动员
广大职工群众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
大局的光荣传统，敢于担当，勇挑重担，
积极投入到“争当环保卫士，守护绿水青
山，共建绿色家园”活动中来，以实际行
动关心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为建
设整洁靓丽、环境优美、宜业宜居的美丽
新栖霞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闻要闻04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逄国平/美术编辑/曲通春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我立一等功了！”71年前，长津湖
战场上，年仅19岁的古文正在炮火声中
接过勋章。

“这个一等功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战
场上牺牲的战友们。保家卫国，誓死捍
卫，一生不改！”71年后，91岁的古文正
手握着“长津湖战役一等功”证书，依然
慷慨激昂。

古文正，原20军58师174团2营6
连的烟台老兵。1950年11月，他与15
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战士们
昼伏夜行，潜入长津湖地区。

而他们将面对的，是一场生死之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古

文正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
20军及26军、27军接到指令前往山东

泰安待命。11月初，20军及26军、
27军坐上了前往朝鲜的火车，
“当时坐了几天的闷罐车，不知

东南西北、白天黑夜，直到听
到广播‘列车进入山海关，停
车15分钟’，我们才知道要
出境了。”古文正回忆，“指
导员跟大家说‘我跟大家
打个招呼，我们9兵团奉中
央命令出兵朝鲜’。”

听完指导员的话，作为
班长的古文正有一个顾虑，

“我们穿的是南方薄棉衣，戴
着大盖帽，穿着胶鞋，这套衣服

可不行。”他找到指导员，指导员
告知九兵团3个军准备到沈阳、辽阳

换上冬装。可谁知火车抵达辽阳时，美
军先头兵已打到江界，距离鸭绿江只有
50公里，“由于东线战事紧张，我军接到
中央指令不要下车，赶紧开车。”指导员
一声令下，来不及换冬装，九兵团继续前
进。

列车上，每位战士都知道，他们面对
的将是美军“王牌部队”，但这并没有令
他们退却。“当时我没打算活着回来。”古
文正下定决心：“美军再顽强，我也要以
我的性命、鲜血，打败他们。”

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湖边
环抱着海拔过千米的崇山峻岭，道路狭
窄，人烟稀少。“当时入朝后，那边已经是
冰火两重天，又是极寒天气，到达长津湖
的时候雪下得很大，有2尺深，走路都艰

难，拔不出步。”面对零下四十多度的朝
鲜战场，古文正回忆，部队要爬雪山，只
得舍弃重型大炮，“轻装”上阵。“那时候
步枪冻得拉不开枪栓。”这样的环境之
下，食物也无法及时供给。“敌军飞机将
桥梁、铁路炸毁，切断了运送物资的道
路。粮食供应不上，炊事班只能原地取
材，但也只挖来了两筐土豆，而且还是硬
邦邦的。”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正
式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20
军和27军协同作战，四天时间里古文正
所在部队每人只分得两个土豆果腹，却
顽强战斗，将美军陆战第一师、第七师穿
插切割分成五段包围。

在古文正的记忆里，下碣隅里一战
极为残酷。

“攻打下碣隅里时，天太冷，敌人不
出来。我们连负责接近敌人，在还有30
里时，我看见前面有个方方的建筑。”古
文正回忆，“我以为那是一排房子，副连
长告诉我那是敌人的帐篷。”

咫尺可见敌人时，也是冲锋拼杀的
好时机。一声枪响，我方进攻。焦灼之
际，敌人的坦克向我军驶来。此时，副班
长高进和拿上炸药对古文正说，“班长，
我来打坦克。”毫无迟疑，他冲向敌方。
这一幕，古文正至今难忘。

“炸药响了，但坦克只是晃动了一
下。高进和不甘心，又跳上坦克，用冲锋
枪与敌人近搏。坦克向后开被敌人发
现，调转火力集中打向坦克，副班长高进
和不幸牺牲。”古文正说。牺牲时的高进
和，年龄和古文正相仿。“副班长牺牲我

们都很痛心，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坚决打
倒敌人。”

在随后的战斗中，古文正和战友们
士气高昂，不断打击敌人的气焰。“他们
进攻开始变慢，气势也不是很高了。我
们的连长苗爱里很有作战经验，告诉我
们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节省子弹，把敌人
压倒在山底下。”按照连长指示，他们潜
伏在不同位置，等待敌人“上钩”。可就
在不断打退敌人进攻之时，连长中枪
了。“他站起来给我们指路，结果被敌人
的狙击手射中，牺牲了。”至今，古文正还
记得连长的那句话：“坚决把敌人打倒，
为祖国争光。”朴实的话，让古文正在每
一次冲锋时，都有力量、有勇气。

长津湖一战后，古文正所在连仅剩
35人，而大部分战士是冻死在战场上。

“冻伤的战友也很多，按照上级要求，他
们需要下山休养。但是没有一个战士同
意下山。我还记得，当他们互相搀扶着
走在雪地里，一深一浅地奔赴下一个作
战地点时，那是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彼此，
我们一定要打胜仗。”

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经历
的痛苦几乎超出了人类能够忍受的极
限，他们冲锋在前，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
钢铁长城。他们内心想的是祖国的河
山、人民的幸福、亲人的安康。古文正所
表达的，正如电影《长津湖》中7连指导
员梅生所说的：“如果这一仗我们不打，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希望我们的下
一代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吧。”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秦菲
通讯员 王大鹏 摄影报道

长津湖战役烟台老兵古文正：

“踏上战场，就没想活着回来”

本报讯（通讯员 孟卓）为进一
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
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在九九
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0日，业达
经发集团志愿服务队携手黄金河
社区居委会开展“情暖金秋 爱在
重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业达经发集团党员志
愿者深入细致地向社区居民宣讲
供热政策、供热常识，宣传手机供
热缴费流程，发放供热常识宣传资

料，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用热
问题。随后，志愿者来到社区老人
家中，仔细询问家中供暖情况，了
解居民对开发区供热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并对居民家中供暖设施进
行了全面的检查维修，确保老人安
全温暖过冬。通过与居民面对面
交流，进一步拓展了服务渠道、延
伸了服务触角、提高了服务质量和
水平。此外，经发集团志愿者与理
发师一起为社区20多名老人开展
了公益剪发服务。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开发区业达经发集团开展主题志愿服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
百惠 通讯员 张济凡）“以前这里
杂草丛生，有了网格党支部以后，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楼栋长反映
了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给解决
了，不仅草没了，路也给硬化了，心
里觉得暖洋洋的！”牟平区文化街
道雷神庙社区沙家庄网格的居民
张大姐说。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基层治理
水平，着力打造“温情城市、温暖小
区”党建品牌，牟平区集中开展“红
网精治·共建温情小区”行动，聚力
完善网格党组织体系。

健全“社区党组织—网格（小
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
心户”四级党组织架构，召开网格党
建专题会议，对网格党组织体系建
设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党建指导员
分片包干，靠上联系指导社区推进
网格（小区）党组织集中覆盖行动。
截至目前，共成立社区网格党支部
186个，实现网格（小区）100%建立
党组织、100%配备党组织书记。

各网格党支部每月召集楼栋
党小组长、党员中心户，开展一次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主题党日活动

进一步增进楼栋党小组长、党员中
心户之间的感情，增强网格党支部
的凝聚力、向心力。“在小区里找到
党组织的感觉真好，每个月大家一
起参加主题党日聚一聚、聊一聊，
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宁海街道
金埠街社区安德利B区网格楼栋
党小组长张大哥说。

鼓励网格党组织逐级组建“红
心微信群”，每级群内都必须有社
区“两委”成员在内，方便网格内工
作开展，进一步畅通民情民意。文
化街道快活岭社区东楼网格党支
部书记郝青云说：“从前发通知需
要挨个小区跑着贴公告，居民还不
一定能看见，现在动动手指头，逐
级在群里发群公告，居民们就能第
一时间看到。”

“各个网格党支部现在都积极
在自己的网格内开展各类便民活
动，不出小区就能定期享受免费义
诊、理发等便民服务，居民都很满
意，我们社区也很省心！”宁海街道
政府街社区党委书记林莉说。截
至目前，各网格党支部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公益义诊、走访慰问贫困
群众等活动350余场次。

温情城市 温暖小区
牟平区提升党建引领城市网格化治理效能

本报讯（通讯员 牟村 鞠艳
娜 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影报道）夕阳无限好，最浓敬老
情。为进一步强化社区党员干部
服务意识和责任担当，深入推进社
区区域党建共建，在重阳节来临之
际，奇南社区党委联合烟台公交集
团芝罘区公司2路，组织辖区老年
党员共同参观位于烟台山脚下的
胶东革命纪念馆，开展“温馨奇南，
矍铄重阳”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上午9点，老年党员们陆
续来到2路公交车终点站集合，大
家上车后谈论最近国家发展大好
形势，自豪感在每个人心中油然而
生，公交车上洋溢着温馨热闹的气
氛。为了此次活动，烟台公交集团
芝罘区公司2路派出了一线驾驶
员“爱心敬老”志愿服务队，全程陪

同细心照顾老年党员们。经过15
分钟路程，很快大家来到了胶东革
命纪念馆，全体人员走进纪念馆一
边仔细观看实物展品，一边认真听
取讲解员介绍，通过回顾胶东革
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时期的百
年奋斗史，全方位领略了中华民族
发展的伟大历程。

参加参观胶东革命纪念馆活
动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这样的
方式，不仅让我们学习了党的历
史，也净化了心灵，坚定了信心，
强化了党员意识，我们亲眼见证
了在党的带领下，国家日益富强，
人民生活愈加幸福，更让我们深
刻领会了十九大报告的深刻意
义，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不忘
初心，发挥余热，相信我们的生活
会更加美好！”

温馨奇南 矍铄重阳
奇南社区开展“九九重阳”主题党日活动守护果都的蓝天碧水净土

栖霞市总工会启动“争当环保卫士、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家园”活动

（上接第一版）按照规划，将于2022年底正式
交付的全民健身中心，地上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
米，其中体育运动场馆约3.2万平方米，商服办公约
2.5万平方米，保留建筑约0.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约3.1万平方米。规划建筑层数为地上3至14
层，地下2层。全民健身中心主要建设游泳馆、篮
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健身馆等体育场馆及其
附属设施。除了体育运动健身外，还可进行瑜伽、
跆拳道、形体、棋牌、武术、舞蹈等休闲运动。

“闪转腾挪”抢抓施工黄金期

原烟台三中高中部地块地处闹市，周边毗
邻多条交通要道，施工作业面相对狭窄逼仄，而
项目周边是星罗棋布的居民区和商业综合体，
最近处间距只有不到20米。11个月来，项目部
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将“闪转腾挪”用到了

极致。“我们刚进场时，先对地块进行了初步清
表，然后开展土石方作业。由于地块地势较路
面偏高，又存在西高东低的情况，现场必须进行
大量的土石方作业后，才能展开基坑施工。”顾
元康介绍说。

去年以来，仅开挖土石方一项，就达24万方
之巨，相当于载重20方的“后八轮”渣土车出动
1.2万车次，而项目部仅有毗邻南大街的北侧出
口可进出大型作业车辆，且清运时间段有明确规
定，项目部每日必须精确计算开挖、清运土石方
量，才能确保建设进度如期开展。

而连续两年入秋以来，烟台持续偏多的大
风、大雨等强对流天气，又给户外作业带来了全

新的挑战。“去年基坑施工时，考虑到开挖深度8
米之高，项目部在模板支护、止水帷幕等工序上
都提出了更高标准，确保工地不发生倒灌、积水
等现象。”顾元康说。

今年秋天，针对时常突如其来的风雨天气，
项目部灵活调整施工工序和上岗班组，在极端天
气下集中开展室内装修等工作，抢抓入冬前最后
的施工黄金时段，全力“抢工期”。

高标准施工应对顶级赛事要求

未来落成的全民健身中心，将是怎样的景
象？顾元康介绍说，项目统筹考虑各类运动项目

场地面积、参与人数和受欢迎程度，分别建设了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专业场地各一块，并按照奥
运会赛事标准建设了游泳馆；同时，创新利用裙
楼屋面建设了轮滑场地，为青少年参与轮滑运动
提供了更加封闭、安全的场地。

专业运动场地高标准建设，也就意味着建
筑主体施工难度更高，尽管建筑体量不大，但普
遍使用了预应力、高支模和钢结构等方式，施工
工艺精度要求也更高。在南侧裙楼游泳馆地下
一层，密密匝匝的模板脚手架，立杆和扫地杆，
两根之间仅能容一人通过。“通常情况下，立杆
间距应在1米左右，但考虑到地上一层未来要
建设长宽50×20米、深达2.35米的专业赛事泳

道，立杆既要承受混凝土具备结构强度前的重
量，又要考虑到未来泳池注水后的重量，所以我
们根据实际需求，加密了立杆的排布，间距统一
要求在90厘米。确保模板脚手架强度足够支
撑混凝土强度，能够保证工人在上方作业时的
安全性。”顾元康介绍说。

烟台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地处“城心”，扬
尘治理、疫情防控等安全生产工作，也逐一落
到了实处。顾元康告诉记者，目前，工地实施
全封闭管理，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严格测温、
查验、测温；同时，对项目现场裸土进行全覆
盖，进出土方车辆不但严格遵循作业时间，也
全部进行喷淋，确保实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
百”“为确保安全施工，我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三级安全教育，每日班组晨会强调落实，并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刻排查，以高标准争创省级
文明工地。”

原三中地块将现全省最大全民健身中心

活动合影活动合影。。

古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