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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試點運行5G快速公交智能調度線
【本報訊】廣州 快速公交智能調度線5G

13日試點運行。廣州市交通運輸局介紹，全
長 多公里的廣州快速公交系統 已實現20 (BRT)
5G網路信號全覆蓋。

此次試點的是B27公交線路，全線配備有
22輛純電動車，車內均配置了5G設備、客流
檢測、智能調度、輔助安全駕駛設備以及高
清車載視頻監控等。該線路連接廣州市天河
區和黃埔區，途經幾大商圈，客流量較大。

廣州市交通運輸局科技資訊處副處長彭
聰說，利用5G「高帶寬、低延時、大連接」
的優勢，可將公交客流、視頻、調度、安全
等資訊高速傳輸至「廣州公共交通智能管理
服務平臺」，實現精准監管。

廣州公交集團二汽公司資訊中心副主任
張志剛說，5G公交智能調度系統可以根據客
流、路況、配車等即時數據，對公車的排班
進行優化，據測算可節省10%的運力。

廣州市交通運輸局介紹，已在BRT沿線建
成了50個5G基站，BRT通道實現了5G網路信號
全線覆蓋。市民通過「廣州交通·行訊通」
App，可以查詢最優候車位置、車輛到站預測
資訊、是否有座位等，實現便捷出行。

各地依託種植業、加工業、農村電商，解決貧困戶就業

    雲南瀘水貧困戶李義華：
　　養護果樹 增收有路
　　「基地裏沃柑開花，今年就能見到收成
啦！」作為雲南省怒江州瀘水市色德村的沃
柑種植基地專職養護員，李義華一個月能拿
到3500元的務工收入。
　　2018 ， 、年 當駐村工作隊員 武警雲南省總
隊怒江支隊宣傳保衛股股長趙慶剛提出建立
色德村沃柑種植基地時 不少村民不以為，
然 李義華更是帶頭拒 自家土地入股， 絕 。
　　李義華有自己的擔心。他拉著駐村工作隊
員的手算了一筆賬：「包穀改種沃柑，最少
前兩年沒有收成。我家7口人每個月光買糧食
就 需 要 多 支 出700元 左 右 ， 一 年 下 來 就 是
8400元，這對我而言是筆不小的開銷。」趙
慶剛說：「基地也需要勞動力，到時候你就
去基地管護，收入不比你種包穀低！」
　　面對村民的誤解，駐村工作隊員挨家挨戶
登門宣講政策；又請來當地農科所技術人
員，從科學角度向村民們講解了沃柑種植的
可行性，終於打消了村民的後顧之憂。沃柑
種植基地如期建成。

有班上 日子旺

①：李義華對沃柑苗進行蟲害檢查。羅志成攝②：覃玉萌在加工皮包。覃文軍攝
              ③：吳小夢通過網路直播售賣綠殼雞蛋。蒯華揚攝

　　廣西大化貧困戶覃玉萌：
　　加工皮包 就近掙錢
　　撐開皮革，沿著邊塗上膠水，按畫好的
線往裏一折，再一按。粘結實後，握著膠錘
把輕輕敲幾下，皮包「折邊」這道工序就完
成了。「手頭有活幹，我心裏就不慌了。」
廣西大化欣美創皮具廠的工作臺前，未脫貧
戶覃玉萌一邊加工著皮包一邊說。
　　年初，覃玉萌犯了愁。往年這個時候，
正是幫人家砍甘蔗的時節。受疫情影響，甘
蔗地沒人招工，「我一個人拉扯四個娃，不
幹活沒進賬，渾身不得勁。」覃玉萌說。
　　「覃大姐，我又來走訪了。」2月中旬，
一聲吆喝傳來。來人是大化瑤族自治縣北景
鄉平方小學的教師韋威武，他既是覃玉萌小
兒子的任課老師，又是她家的幫扶幹部。一
聽說她已經閑了好多天，因為要照顧孩子們
又騰不出時間去外地務工，韋威武動起腦
筋，想起招。
「大姐，咱縣裏的皮具廠在招臺面工，不用
出遠門，在家門口加工皮包就能掙錢，您看
咋樣？」韋威武建議。揣著一肚子忐忑，覃

玻璃幕牆成鳥類殺手 保護野生動物需清除城市「暗礁」
【本報訊】動物們「奪回地盤」 —這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在各國城市屢屢
出現的「盛景」：野豬、狐狸、野鴨、鹿 ……
在人類普遍居家隔離後空蕩蕩的街道上自在漫
遊。雖然一些野生動物早已成為城市「居
民」，但是在城市裡生存仍然要面臨很多困
難。

這不是危言聳聽。最近，北京市昌平區一
安裝了玻璃幕牆的自建居民房，就因反射天空
景象太過逼真，導致鳥兒無法分辨，紛紛撞牆
身亡。

而據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官網顯
示，玻璃幕牆已經成為鳥類的第二大殺手，平
均每年「殺死」 億至 億隻鳥。英國鳥類3.6 9.8
學信託基金會估計，英國每年發生的鳥類撞擊
玻璃幕牆事件數量高達 億起，其中三分之一1
的鳥類直接死亡。

多位元專家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除了玻璃幕牆，
輸電線、風力發電機、高速公路也成為鳥類飛
行的「暗礁」。

時尚建築成為鳥類殺手
城市建築的玻璃幕牆造型時尚，反射著繁

華摩登之光。不過，百年前流行起的這款建築
材料，如今已成為鳥類殺手。

每年遷徙季節， 大量候鳥遷飛途經我 
國， 其中有超過 萬隻水鳥每年在我國所 5000
處的「東亞—澳大利亞候鳥遷飛區」遷徙。

「撞擊玻璃幕牆身亡的鳥類，大多是遷徙
的鳥類，它們對地形不熟悉，而飛行時速有時
可達幾十公里，一旦撞上堅硬的玻璃幕牆，頭
部受傷，從高空墜下，內臟也會摔傷，墜落到
地面後，死傷慘重。」河南省涉鳥故障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主任李長看解釋說，鳥類在飛行中
感知不同信號後，會在大腦不同神經區進行整
合分析，形成準確的導航圖。鳥類能利用太陽
方位角、星辰、偏振光、山川河流、磁場等天
文現象確定遷徙方向，而玻璃幕牆會給鳥帶來
錯覺。

「玻璃幕牆倒映出的天空很通透，會使鳥
類誤以為那是真實的天空；此外，玻璃反射的
陽光會對鳥類造成暫時視覺障礙，使其來不及
躲避；而到了夜間，鳥喜歡朝著光亮的地方
飛，城市的燈光反射到玻璃幕牆上，也會讓它
們產生錯覺。」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馬
志軍說。

貼上反光條降低撞擊風險
「玻璃幕牆建築的樓體比磚石結構輕巧，

且不會沉降；建造速度快、使用效率高；土地
利用率高，樓層薄、得房率高，可以緩解用地
緊張；還能折射出藍天白雲，為城市景觀增色
不少。」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周琦指出，目
前我國的玻璃幕牆摩天大樓總量占世界的一半
以上。

周琦說，為了防止玻璃幕牆破碎，建築師
會計算鳥類飛行的撞擊力以抵禦碰撞，如果飛
鳥撞上了玻璃幕牆，相當於雞蛋碰石頭。「由
於這些問題，現在國家不鼓勵使用玻璃幕牆，
但也沒有明令禁止。」

既然玻璃幕牆對鳥類的「殺傷力」不小，
如何幫鳥類躲避「陷阱」？李長看建議，可以
在建築表面加貼反光條，以提醒鳥類躲避。北
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丁長青建
議，玻璃幕牆建築在規劃前，應避開鳥類遷徙
通道。如果玻璃幕牆不高，也可以嘗試在附近
種樹遮擋。

周琦說，雖然目前國家沒有強制要求搭建
玻璃幕牆建築時要做鳥類環評，但某些城市的
管理者已經意識到該問題。

河南三門峽市是中國越冬白天鵝最大棲息
地，每年冬天，西伯利亞飛來的白天鵝都會在
這裡越冬。周琦曾擔任三門峽城市建築顧問，
他說：「我做過生態環評，當地曾要求在白天
鵝棲息地附近禁止建設高層建築和玻璃幕
牆。」

城市中的其他危機
除了玻璃幕牆外，城市中的其他設施也會

成為鳥類殺手。
李長看指出，鳥類的視覺很敏銳，但在雲

霧天、夜間等光線較弱的環境下飛行，特別是
在遷徙途中，容易誤撞輸電線和風力發電機。

有資料統計，全球每年約有數萬甚至上億
隻鳥類死於誤撞輸電線。「在我國，灰鶴、黑
頸鶴時常會在拉薩、烏魯木齊附近誤撞輸電
線。」李長看說。

他認為，在惡劣的天氣下，鳥飛行時的視
線受影響，一旦撞上發電機葉片，翅膀容易折
斷，撞死的概率很高；而輸電線一般比較細，
很難被鳥類發現，鳥一旦撞上，要麼因碰撞死
傷，要麼導致線路間的有效絕緣距離減少，觸
電死亡。「建議鋪設輸電線路時，請鳥類專家
做環評，儘量規避鳥類遷徙路線或者棲息地。
對於已經發生鳥撞的高風險區域的輸電杆塔或
發電機扇葉，可以噴塗鮮豔的警戒色，也可以
在輸電線上增加紅、黃等鮮豔色彩的反光飄
帶，便於鳥類躲避。」
    丁長青表示：「高速公路、高鐵和行車燈
光引發的鳥撞事件也十分值得關注。」高速公
路兩側栽種的忍冬等結果灌木，會吸引鳥類集
聚、覓食，它們在公路兩側穿行時，也會撞車
造成傷亡。因此他建議，高速公路兩側不要種
植這類灌木。

玉萌去報了名。有了皮具廠的師傅傳幫帶，
覃玉萌上手很快。皮具廠的負責人黃斌檢查
工作時，都不禁豎起大拇指，立即錄用了
她：「覃玉萌手腳麻利，幹活利索，有時連
老手都不見得能比得過她。」
　　就地就近把活幹，牢牢端起新飯碗。發
了工資，覃玉萌連忙一數，有1700塊。現在
有了新工作，覃玉萌見天都是笑模樣：「我
現在覺得這日子啊，特別有奔頭！」
　　貴州長順貧困戶吳小夢：
　　網上賣貨 生意不錯
　　「瞧，這就是小雞們撒野的地方，它們
吃活食長大，生出來的蛋好吃又營養，連蛋
殼都是綠色的 …」在貴州長順縣鼓揚鎮岩…
上村的一片樹林下，24歲的吳小夢手捏一枚
雞蛋，對著手機鏡頭說個不停。她正通過網
路直播，把家鄉的綠殼雞蛋介紹給更多人。
　　吳小夢家是當地建檔立卡貧困戶。原本
過完春節她要外出務工，但疫情讓她改變了
計畫。「手機電腦你都玩得溜，可以過來幫
我們網上賣貨嘛！」就在吳小夢為工作發愁
之際，駐村第一書記韋健找上了門。
　　2 ，吳月初 小夢成了村裏的山貨貿易公司
的賣貨主播 主要任務是銷售當地的綠殼， 雞
蛋 上任伊始 小夢 天通過快手 淘寶等。 ，吳 每 、
平臺 反復介紹著綠殼 蛋的營養價 但， 雞 值， 說
破 子也沒賣出幾盒蛋嗓 。
　　開張不順，吳小夢決定轉移直播現場。
每次上農戶家收購雞蛋，吳小夢總要帶著設
備一起去，小雞們平時吃什麼、在什麼地方
活動等畫面，都是鏡頭重點關注的內容。
　　堅持一段時間後，吳小夢發現訂單漸漸
在增多，生意最好的時候，20分鐘就賣出了
3000多元。「通過我的鏡頭，大家看到了實
實在在的品質，自然有人願意掏錢。」
　　「每月基本工資1800元，公司還有績效
獎勵，一點也不比在外面賺得少。」前些
年，家裏有人得了場大病，吳小夢和妹妹又
在上學，父母靠種地和打零工的收入招架不
住，家裏因此戴上了貧困戶的「帽子」。如
今，拿著自己賺來的錢回報家庭，吳小夢說
打心眼裏高興，感到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
頭。
　　賣雞蛋只是一個開端。吳小夢已打定主
意留在村裏發展，專心經營好電商平臺，為
家鄉的高鈣蘋果、土蜂蜜、菜籽油等土特產
插上「翅膀」，帶著大山裏的鄉親們一起奔
小康。

　　「叮咚」，拿出
手機，看著銀行卡新
到賬的3500元，李義
華臉上笑開了花。除
了像李義華這樣的專
職養護員，入股村民
在沃柑基地打零工一
天也能拿到120元。
　　這兩年，除了沃
柑種植基地，色德村
的烏龍茶、蘋果、中
華蜂養殖專案如雨後
春筍一般拔地而起，
帶動了全村1708名建
檔立卡貧困戶脫貧致
富。「脫貧只是第一
步，以後年底的土地
入股分紅，也是筆不
小的收入！」趙慶剛
說。

防控履使命  抗「疫」鑄忠誠

    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時逢中
華傳統節日「過年」。每逢新年到
來，舉國歡慶，萬家團聚。然而，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傳
播」疫情，在中國湖北武漢瘋狂蔓
延。不到半月時間，武漢疫情告
急，各大小醫院「人滿為患」，整
個武漢城在新冠肺炎病魔無影無形
的籠罩中淪陷。國家衛建委緊急派
出了最高級別專家組，疫情形勢也
牽動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指揮，大年
三十的除夕之夜，中央一聲令下：
武漢封城！       
    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抗疫阻
擊戰」在湖北武漢「打響」！ 隨即
在全國也拉開了序幕。中央以省為
單位，成批次、梯隊式組成「戰疫
醫療隊」和大批志願者連夜馳援武
漢。全國啟動一級疫情防控相應，
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在這場全國「抗疫阻擊戰」
中，各地、各單位，湧現出了一批
優秀、先進人物。他（她）們選擇
了堅守，摒棄了安逸；見困難就
上，見責任就扛，在平凡的工作崗
位上堅守信念，殊寫了大愛、無
私、奉獻與忠誠。
    今天本報要報導的這位主人
公，是一位軍轉幹部，他以實際行
動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無私奉
獻、使命與擔當的感人事蹟，他就
是北京市東城區城市管理委員會軍
轉幹部閆樂寶同志。
     堅定理想信念  悍衛忠城使命
    疫情防控任務下達後，已過
50歲的閆樂寶同志身先士卒，沖在
了 戰「疫」第 一 線 。 利 用「八 小
時」工作之外，週六日（晚）全天
時間，不間斷，以黨員志願者身
份,深入景山街道辦事處黃化門社
區黃化門西卡口值守。以一名區管
委第四支部黨員幹部的要求，嚴格
自律，他的無私奉獻，在景山街道
辦事處黃化門社區引起了反響。
    黃化門社區兩條大街，是過往
其他社區重要交通通道，為方便通
行，其他社區的居民都想從黃化門
社區西卡口路過，這對值守工作就
增加了難度。過往人多、身份複
雜，難免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情發生。2月中旬，一名居民到黃
化門街看望他父親，沒帶證件，也
沒帶出入證，負責卡口的李貴權科
長請他下車做好登記，此人不配合
防控，態度蠻橫地駕車蹭著李貴權
左胳膊闖了進去，情緒高漲，語言
和行為粗暴。針對這樣的情況，李
科長及時通知了社區。閆樂寶同志
專門到社區不遠處找到了這輛車，
回到卡口登記下來。
    半小時左右，車主開車返回路過
卡口，閆樂寶和李貴權同志分別拍
了照片，車主發現拍照後，情緒立
即失控，不聽勸阻又闖卡，大鬧和
謾罵值守人員，下車就要搶閆樂寶
同志手機，強烈要求把照片刪掉。
閆樂寶同志耐心和他講清道理：「配

一名黨員在「2020抗擊新冠肺炎戰疫」中彰顯的風采

合卡口值守人員工作，是你應該自
覺遵守的義務，這是疫情當前，政
府採取的科學應急舉措，為確保每
一位居民的安全，你這麼做即對自
己不負責任，也是對別人不負責
任 ！ 不 擔 破 壞 了 規 矩 ， 而 且 違
法」。這個居民覺得理虧，他黑裏
透紅的臉和伴隨著緊握的拳頭也慢
慢地松了下來。事後，景山派出所
四位民警趕到現場，瞭解情況，做
了筆錄，對這名居民進行了嚴肅批
評教育。
    「卡口聯著千萬家，防疫安全
靠大家」閆樂寶如是說。
     閆樂站著是根柱，躺著是根梁
寶家住在懷柔部隊家屬院，他每天
起早晚歸在路上多達5個小時，他
每天利用這五個小時，學習《學習
強國》，完成所有積分。每天抽出
半小時，學習《北京幹部教育培
訓 》 和 完 成 其 他 學 習 課 目 。
「疫」情爆發後，懷柔家屬院通知
所有在外工作人員和家屬，一律禁
止回院；他就在東城區租了一間不
到25平米的平房。
    閆樂寶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也流露出了些許遺憾，回家的機會
很少，孩子網上授課，他幾乎顧不
上！為了讓妻子和孩子理解並支持
他的工作，他說：「疫情面前，我
身為黨員幹部，就要勇敢地站出
來！只有吞得了委屈，才能贏得格
局 。 捨 得 了 小 家 ， 就 是 為 的 大
家」。
    2017年6月，閆樂寶同志負責防
汛工作期間，他把辦公室當家，晚
上一邊關注市、區防汛指揮部的相
關資訊和汛情發佈，上報汛情，還
要時刻關心社區群眾反映的房屋漏
雨、斷電、因樹枝被大風吹斷堵塞
下水道，影響排洪等問題。防汛結
束，街道領導知道他「玩命式」的
工作，擔心他累倒，本想安排閆樂
寶同志休假，區裏一道指令，借調
他到區「百街千巷指揮部」工作。
他二話沒說，就象一匹不知疲倦的
戰馬，迅即投入到了工作崗位。
    為結合理論聯繫實際、適應新
時期習主席對黨培養和選拔幹部一
系列講話要求，平時抓住點滴時間
不放鬆，制訂了自學計畫。轉業六
年來，完成《學習強國》總積分
18978分，《北京幹部教育學習培
訓》課總學時達526學時。通讀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66卷、《毛澤東選集》
全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新
華書局出版的《24史》、《中國上
下5000年》、《南懷瑾全集》、
《大秦帝國》及金一南、徐焰、易
中天等教授的講座800餘集。
     有人說，閆樂是金子就會閃光
寶同志「象一團燃燒的炭」，雖冒
著微微星苗，卻在遼闊的田野上閃
光！2018年9月，一道調令，調他
到區城市管理委員會河長制工作科
工作。三年來，檔案的分類裝訂，
河長制方案、措施、摺子工程、巡

河考核等工作，他加班加點，奮戰
了兩個多月，最終按時完成。裝訂
《水務河長制》等相關材料17卷，
達700多萬字。停車場調研和檢查
停車場，規範營業點56個。撰寫了
《 黨 建+破 解 城 市 停 車 難 題 》 、
《提升「廁所革命」的文化品質》
兩篇研討類文章。2018年12月，獲
民政部《中國社區》報、社區論
壇、民政部鄉鎮論壇先進個人。
    黨章裏的每一句話，都是激發
每位黨員幹部前行的「助推器」
    疫災無情人有情，一個黨組織
就是一座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
旗幟。據統計，疫情期間閆樂寶共
累 計 值 守108個 多 小 時 ， 風 雨 無
阻，體重銳減了15斤。3月18日晚
上，他和往常一樣值守結束回辦公
室加班，到了房間拿曖瓶，習慣性
的往水杯裏倒水，突然暖瓶膽脫
落，掉在地上，「砰」的一聲，滿
地「開花」，剛打了滾燙的開水，
濺到了他腳上，痛疼難忍，他趕緊
把鞋襪脫掉，發現三個腳趾頭脫了
一層皮。他強忍著疼痛，蹦著單
腿，扶著牆，到洗手間打開水龍
頭，用涼水沖洗、冷敷、降低溫
度。折騰一番無效，噴灑酒精，疼
的他縮成一團。咬著牙，堅持到零
晨兩點左右，才慢慢好轉。即使這
樣，閆樂寶仍然一瘸一拐堅持到卡
口 值 守 ， 充 分 發 揮 了「黨 員 先
鋒」的模範作用！
    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始終影響
著閆樂寶同志的政治信仰和價值取
向 。 這 場 突 如 其 來 的 全 民「戰
疫」，沒人獨善其身，除了檢驗了
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也
體現了國家強大的組織和協調能
力，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先進制
度的優越性。每一個人都面臨了一
場艱苦卓絕和生死存亡的考驗！尤
其是廣大黨員幹部、醫護人員、人
民警察和人民軍隊，更是面臨了一
場全新的「試考」。
    記者在採訪中還瞭解到，春節
期間，閆樂寶同志是通過電視，看
到了戰「疫情」的畫面，就以短信
形式，向黨組織申請，要到「抗
疫」一線中去。儘管如願以償，身
體素質下降，從末言語。腰椎、頸
椎痛疼難忍，依然堅持工作。閆樂
寶說「人生就要與時間賽跑，走的
路越多，視野就越開闊；讀的書越
多，思維站位就會越高；工作越執
著，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
    當前，個別黨員幹部忘了本，
甚至忘了根，淡化了「初心」，迷
失了前進的方向，有的帶頭違犯
「八 項」規 定 ， 有 的 還 依 然 存 在
「官僚主義」、「享樂主義」。還
有的存在攀比現象，論職務高低、
待遇多少。更甚者，當一天和尚撞
一天鐘。滿足於熬日頭、混日子，
個別同志還存在著「幹多幹少都一
樣」的消極情緒。
    閆樂寶說：他有時也存在著一

些困惑。一切要重新開始，心理的
落差，猶如從山坡走入平原。思維
的「瓶頸」，有時也會束縛著他對
人生「角度」和角色的轉變。他經
過深刻的自我剖析，雕琢打磨自
己，最終打開了「心結」。眼前始
終是「春光燦爛，風和日麗」。他
善於理性思考，從基礎的自我認識
昇華為大眾的認知，以服從和服務
為先導，擔當為信條，奉獻為目
標，進行了系統地自我定位。從人
格品質和思想認識上，堅定理想和
信念，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
讓幹什麼，他就全身心投入；積極
主動並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只要
組織上‘集結號’一吹響，就要義
無反顧地沖上去！」閆樂寶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連日來，精到細微，勇挑重擔
無數共產黨員不計報酬，無論生
死，主動請纓，勇於站出來、敢於
沖上去！奔赴防控疫情鬥爭一線，
充分發揮了帶動群眾、凝聚群眾、
組織群眾的作用；為打贏疫情（防
控）阻擊這場硬仗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3月14日，北京市東城區黃化門
社區42號院，一家四口從美國回
來。居住在黃化門大街附近的居民
聞訊，譁然四起。人人自危的緊張
氣氛，造成了恐慌。有的居民和鄰
里嘮叨：「從美國回來的人，和我
們住的這麼近，真睡不踏實啊」！
這幾個居民的議論，正巧讓路過到
社區簽到的閆樂寶同志聽到了，他
敏感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很容易引發社區一系列不安全因
素，甚至會成為引發鄰里矛盾的導
火索。為了化解社區居民從思想上
所產生的焦慮，緩解恐慌心裏。他
利用社區黨委書記秦來親自帶社區
工作人員到家探訪等時機，探索出
了一套「一摸、二分、三查、四
補」工作方法。疫情嚴峻期間，對
從外地歸來人員和國外回來的居
民，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集中隔離
和分散隔離的辦法進行管控。不怕
麻煩，不漏一個細節。在進行隔離
的同時，為嚴防漏洞，對所有進出
社區車輛和人員憑證出入。對不配
合工作的居民，進行了現場說服教
育。講清、講細當前形勢，得到居
民們從思想上的認同。
    無論是在表率作用，凝神聚氣 
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
時期險象環生的救災現場，寫下豪
言壯語、在黨旗下宣誓，往往是中
國共產黨人對黨忠誠最響亮的表
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責任擔
當，更是無數中國共產黨員和廣大
幹部奉行的民族精神和脊樑！中國
共產黨，經過多年的摸索和實踐，
精准施策，科學用權，將人力資源
不拘一格無縫鏈接；這對閆樂寶同
志乃至全體黨員幹部來說，是一個
很好的啟示。（肖華強）

本報首席記者：王龍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