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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近日，“牛年特献——黄胄画牛”
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展览选取
黄胄先生笔下的牛为主题，通过绘画
构图和画作内容的联系，表达动物之
间、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共生的自然现
象及哲学思想。

图为策展人为观众讲解画作技法
及思想内涵。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牛年画牛
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王 娜 张明会 武文静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 讯 员 韩新亮 周 丽

新新 春春 走走 基基 层层

◎本报记者 华 凌

牛年春节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前最后一

个春节，也是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宝贵假期。

为喜迎北京冬奥，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

发展，助力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北京市海淀

区自大年初一开始，以“我在海淀过大年”春

节系列活动的直播形式，让网友感受冰雪运

动的速度与激情。

活动以“相约海淀 冬奥有我”为主题，由海

淀区融媒体中心主办、北京西山滑雪场协办。

热爱冰雪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

共同办好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

会，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据海淀区融媒体中

心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淀市民参与冰雪运

动热情高涨，以实际行动支持冬奥会。而海

淀区是北京冬奥会筹办的重要成员单位和重

大赛事承办区，不久将举行测试比赛。

网友非常关心的五棵松体育馆和首都体

育馆建设进展如何？据海淀区住建委党组书

记、主任张世芳介绍，海淀区域内冬奥工程共

有 10 项。目前，6 个冬奥场馆顺利建设，竞赛

场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和非竞赛场

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首都滑冰

馆、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已完工。位于首都

体育馆东侧的首体综合馆改造项目正在稳步

推进，计划 2021年完工，改造后将作为花样滑

冰的训练场馆。4个冬奥配套工程同步完成，

包括京张高铁、首体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运

动员公寓改造工程、冬奥赛事中心。

据了解，冬奥会期间，五棵松体育馆和五

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将分别作为冰球项目的比

赛和训练用馆，即将举行测试赛。冰球有点

像冰上足球，可以抢，特别有趣味性，爱冰球

的人越来越多。海淀的中小学就有几十支冰

球团队。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官子钊练习冰球 8

年了。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

棵松体育中心视察，同一群冰球少年亲切交

流。总书记还以冰球运动员特有的问候方式，

同当时 9 岁的官子钊“撞肩”互动。官子钊表

示：“习爷爷鼓励我们勤学苦练，出人才，出成

果，为提高我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作贡献。冬

奥会马上就要到了，我感到无比自豪。”

来自北京市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七年

级四班的北京冬奥会宣讲团成员黄诗瑞分享

了自己与冰球的难忘经历：从一年级刚刚认

识冰球，到成为学校冰球队的主力先锋，再到

参加比赛见到习爷爷。“我相信，只要勇于追

求，每个人都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大放光

彩。冰球就是我的选择，我会一直努力，让小

冰球铸就我的大梦想！”黄诗瑞激动地说。

为上冰上雪运动提供
良好条件

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冬奥五棵松体育中

心场馆主任陈双表示，近年来，海淀区上冰上

雪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其中，作为海淀区

唯一、也是北京市离市区最近的中大型城市

雪场——西山滑雪场，为春节期间上冰上雪

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介绍，西山滑雪场有两个突出优势：一

是离市区近，距离中关村核心区不超过 20 公

里，下班后坐地铁可达；二是改造后的西山滑

雪场造雪面积 12 万平方米，最大落差 120 米，

目前有适合不同等级滑雪爱好者的雪道 7条，

雪道比较宽、比较平直，非常适合广大初学者

练习提高。

“古有西山晴雪，今有西山滑雪。”海淀国

投集团副总经理李国伟说，近 3 个雪季以来，

西山滑雪场累计向海淀区居民直接赠送滑雪

体验票 1.5万张，发放学生市民免费滑雪票近

4万张，共接待滑雪爱好者超 15万人次。

世界冠军郭丹丹在拜年视频中说，自己

现在在崇礼，不能来到西山滑雪场现场，祝海

淀的家人们牛气冲天，牛年大吉。花样滑冰

世界冠军庞清表示，希望大家多多参加冰雪

运动，感受冰雪运动的快乐。

直播现场通过抽奖的方式，为网友和游

客赠送滑雪票、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

融”等。其中，999号游客是一位小朋友，她用

稚嫩的声音开心地说，“平时就来这里滑雪。

刚刚我就滑雪了。”2022号游客表示，“上班在

附近的科技园，有时候晚上下班经常滑雪。

这不，大年初一放假就过来滑雪，非常开心。”

冰 天 雪 地 撒 欢 过 年

北 京 冬 奥 场 馆 挺 好 玩 儿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

嘎镇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荒漠化草原

中，这里因敏盖绒山羊而闻名内蒙古，成为

“温暖全世界”的鄂尔多斯羊绒衫的首选原

料产地。

春节期间，科技日报记者来到苏布尔嘎

镇绒山羊育种基地，近距离认识了这些满身

长满“软黄金”的小生灵。“简单来说，我们就

是仅仅依靠创新，通过一只羊兴起一项产

业，盘活一地经济，富裕一方百姓。”说到敏盖

绒山羊产业的发展，镇党委书记薛振宇这样

告诉记者。

思路创新 带来产业致富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开始选育蒙古

山羊，历经30多年，敏盖绒山羊培育成功。”

苏布尔嘎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王生荣回忆说。

王生荣坦言，有久远的历史，并不代表

产业发展就一帆风顺：“2001年和2002年，绒

山羊养殖效益在低位徘徊，全年禁牧政策实

施后，舍饲圈养模式不完善，导致饲草料短

缺、饲料营养成分单一，绒山羊的个体和群

体生产性能下降，敏盖绒山羊发展进入了一

个低谷期。”

当地党委政府决定，向科学的发展思路

和先进的繁育技术要效益，实现绒山羊养殖

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的跨越式转变。

2003年，伊金霍洛旗成立“敏盖”内蒙古

白绒山羊生产者协会，建设养殖小区 6个；

2005年出台《“敏盖”内蒙古绒山羊种子工程

实施方案》，建设配种站；2009年成立绒山羊

研究室，注册“敏盖”商标，被鄂尔多斯集团定

为“1436”（羊绒细度在 14微米以下，长度在

36 毫米之上）工程种源培育基地。2016 年

“敏盖”商标被认定为鄂尔多斯市知名商标，

2019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近几年来，随着舍饲管理条件的不断完

善升级，敏盖绒山羊绒长达到7厘米以上，绒

细13—16微米。种公羊和成年母羊平均体重

分别为55公斤和45公斤，平均产绒量为1400

克和1150克，成年母羊繁育率到两年三胎。

统计显示，目前伊金霍洛旗敏盖绒山羊

养殖户达8000多户，养殖总量35.2万只，其

中苏布尔嘎镇养殖8.5万只。优质绒山羊向

山西、陕西、青海、甘肃、辽宁等地区辐射，累

计输出种羊20万余只。

在发展壮大敏盖绒山羊养殖业的进程

中，苏布尔嘎镇坚持以品牌发展、融合发展、

规模发展、科学发展以及产业扶贫发展等多

项战略的叠加，与龙头企业共同实施“敏盖

绒山羊原种繁育中心项目”，对敏盖绒山羊种

质资源保护、舍饲养殖技术规程制定、饲料配

方研发、饲料及种羊的统供统销、新品种培育

相关研究课题的实施等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已经辐射带动全旗及周边绒山羊

养殖户1万户以上，规模40万只以上，带动农

牧民增收4000万元。”薛振宇说。

技术创新 造就发展双赢

在敏盖绒山羊育种基地的实验室里，薛

振宇专门为科技日报记者安排了一次电子

显微镜下的微观式参观。从液氮中取出的

冻精30秒后在显微镜下开始有力地游动，十

几微米的空心羊绒管清晰可见。薛振宇告

诉记者：“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控制羊绒的细度，要知道，细度减少一

微米，一吨的羊绒价值就会增加几十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散养到舍饲圈

养，从粗放式养殖到科学养殖，是敏盖绒山

羊产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才

有了今天敏盖绒山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

双赢局面。

在苏布尔嘎镇，有着近40年养殖经历的

养殖大户杜伍则对此深有体会：“以前，地少

羊多，羊把可见的植物全部连根啃食，羊吃

不饱不说，加上风沙侵蚀，生态根本没有自

我恢复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初，杜伍则与其他村民一

样，养的都是绵羊，经济收益低，加之此时也

是苏布尔嘎镇生态最为恶劣的时期，漫山遍

野都是红沙地，羊几乎已经无草可啃，残酷

的现实倒逼着苏布尔嘎镇去改变。

1987年，杜伍则开始养殖绒山羊。由于绒

山羊是绒肉兼用型品种，其产肉量可以和以前

的肉羊品种持平，而产绒量是肉羊的几倍。

他回忆说：“1998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的几位教授来到我们这，指导我们实行绒

山羊百分百圈养，按方种植、配方饲喂、分群

管理、秸秆粉碎利用，确实提高了养羊的效

益。完全圈养之后，羊每餐都有科学配方，

孕期母羊和羔羊还有专属营养套餐。营养

均衡使绒山羊的身高、绒长、产绒量、体重都

有所提升，产羔率也从 50%—60%提高到了

160%，双羔率达到60%。”

2000年苏布尔嘎镇的植被覆盖率不到

50%，而如今的植被覆盖率已达90%以上。

“作为一个没有其他资源优势的半农半

牧区，依托‘敏盖’绒山羊研究中心，通过高效

生态养殖园区舍饲养殖白绒山羊，是一条正

确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也契合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科学理念，符合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的工作实际”。薛振宇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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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年头在大年

三十值班了。”“去年这时候我也在值班……”

“习惯了，我不值班也要有人来值。”“妈，今年

我不回来了，陪你们视频过年。”……

当人们沉醉在春节假期欢快喜庆的氛

围中时，有这样一群人却始终坚守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

经外科 ICU 一病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从

踏入病区开始，就在从容、严谨、按部就班

地完成每一个班次的职责。

春节来临，急危重症却不给人松懈的

机会，抢救急危重病人没有淡旺季，24 小

时全天候高速运转是 ICU 医护人员在春

节里的工作常态。

春节期间，神经外科 ICU 一病区的医

护人员同往日一样忙碌，一大清早，主任和

护士长正在进行早查房。

夜幕降临，监护室里 24 小时亮着的灯

光，夜班护士对病人继续守护，执行查对制

度，密切观察病情。ICU的病人病情重，病

情变化快，这一袋袋液体，有与病毒、细菌厮

杀的药液，也有滋养饥渴生命的营养物质，

是挽救生命的利器，更是点亮生命的火种。

“滴滴滴”泵响了，“咳咳咳”，病人咳嗽

了，“当当当”监护仪响了，护士们有条不紊得

处理各种情况，外面还一片漆黑，大家开始给

病人抽血、做血气，要使各种化验能在医生

查房前出结果，以便对病情有更准确的判断。

只有春联、福字、一排排大红灯笼……

样式各异的装饰品让神外 ICU 一病区充

满节日的气氛。医护人员的布置，让回不

去家的患者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

太阳出来了，一位年轻的护士要下夜

班了。她临走前还要再去看看自己的病

人。“阿姨不要想我啊，晚上还来呢。”她想

家，但也知道肩上的责任更重。他们把对

家人的牵挂、对故乡的思念默默藏于心底，

将温暖与关怀给予每一位患者。

就这样，他们在岗位上度过了春节假

期，虽然，他们是归家路上的“逆行者”、年

夜饭中的“缺席人”，但他们相信只要心贴

着心，在哪里都是团圆。

缺席年夜饭 他们选择为爱守护

出无锡城，往东行约半小时，就是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上映的电影《一叶小舟》的取

景地——锡山区安镇街道谈村社区。2 月 8

日，记者再次走进谈村,看到这里原来的烟囱

没有了，河道变清了，小村也更美了，村民日

子更是红红火火。

在无锡锡山区，谈村并不大，辖区面积仅有

68.12 公顷，现有居民户 248 户，户籍人口 889

人。但在20多年前，这里就是率先实行经营管

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用谈村党总支书记朱成平的话来说，“过

去谈村富，是靠发展乡镇工业；现在谈村富，

是靠发展绿色经济。谈村在发展中，既经历

了大开发带来的喜，也品尝到了生态环境带

来的‘痛’。”

经历了大开发带来的喜。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谈村就利用便利的交通优势，聘请工

程师创办铜材加工、绝缘板、毛毯厂、建材仪

器等企业，连续多年村级经济实现翻番。

“那时，我们村里就自己建造了电影院、

图书室、文体活动室、乒乓室等；村里，劳动力

更是人人有工作，家家有存款，都在宅基地上

建起小楼房。”今年 66岁的李燕芬说。

品尝到了生态环境带来的“痛”。尽管村

级经济实力强了，但由于过度开发，穿村而过

的春丰河和周边环境没有那么美了，来来往

往的车辆，让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工厂冒出

的黑烟熏得人难受，村民意见很大。

2007 年，无锡太湖水危机，让无锡觉醒。

地处无锡锡东新城西侧、南靠九里河湿地公

园的谈村，同样被列入整治的重点。随后，村

里的工业企业有的关停，有的搬迁。

原来村级经济的支撑没有了，先发优势也

失去了，怎么办？在发展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双重”压力下，谈村开始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

“我们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理念，加快完善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整合各

类资源，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社，加速发展现代

服务业，全力建好生态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

农村，再造绿色发展新优势。”朱成平说。

近年来，谈村干部针对群众反响的问题，

进行全面系统的整改，先后实施了道路设施改

造和绿化工程等，路变得越来越宽，村也变得

更美。

村里村民的住房，基本上都是建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一排 7 户的兵营式住宅，早已

破旧不堪，有的墙面已开裂移位。2018 年开

始，村里在市、区两级政府支持下，实施整村

翻建工程。

“我们请专业设计公司，拿出多套房屋

构建方案，供村民选择，统一建造了 211 幢连

体、单体三层景观式新房，每户仅出资 35 万

元左右，面积有 250 平方米，有的还带地下

室，水、电、气配套齐全。”朱成平说，目前，已

有 207 幢新房完成封顶，成为全市农房整村

翻建进度最快的试点村。

李燕芬、周建忠夫妇是村里的退休老村民，

他们参与了首批新房翻建。刚刚搬迁入住的李

燕芬开心地对记者说：“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住上如此宽大舒适的新房，真是

享受到了乡村振兴政策的幸福‘大红利’。”

朱成平告诉记者，能够让村民不断增加

幸福感，关键在于村级产业转型升级快，经济

有了新增长。这几年来，谈村抢抓高铁经济，

利用毗邻锡东新城商务区等优势，盘活闲置

资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去年，仅出租商

业用房，村级新增收入 130万元。

“今年起，我们将集中力量，整合影剧院、

三角桥、老渡口等历史资源，加快市政设施和

绿化景观建设，依托外围车联网小镇的资源

等，开设开心农场、民宿、咖啡吧等，引入锡

剧、评弹、吴歌等地方特色文化元素以及江南

地方美食，重点发展一批具有江南特色的文

旅休闲产业，让谈村成为宜居、文明、富裕、幸

福的‘城市后花园’。”

无锡谈村：不一样的理念 不一样的发展

“现在工期比较紧，先把工地的事情干

好。”王勇是工地负责沥青路面摊铺的班组组

长，从摊铺机上下来后，他笑着说。

春节期间，中铁四局一公司建设的韶新

高速公路路面工程施工现场设备轰鸣，摊铺

机、装载机、压路机、沥青洒布车井然有序，一

片忙碌的景象。

韶新高速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和惠州市境

内，是广东省第一条采用 PPP 模式投资建设

的高速公路，是 4 条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连接

线。春节期间，建设者铆足干劲，全力为该高

速公路通车冲刺。

冷与热

春节前，广东一些地方下起了小雨，温度

也随之下降。

在韶关市翁源县的高速公路施工场地，

温度比前几天冷了不少。天气变冷，并没有

挡住工地上火热的干劲。

王勇说，知道工期较紧，他已经让老婆和

两个孩子来工地了，全家人都在工地上过年，

“小孩来到这里很开心，还特地画了一张庆祝

新年的画”。

王勇今年 37 岁，四川简阳人，2007 年毕

业后参加工作，就一直从事路面摊铺，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铺沥青，温度要够，不够的话就会出很

多问题，温度够，出来的就会很光滑。”说起自

己的专业，王勇非常自信。

工地上，还有 600多个“王勇”。为了确保

按时通车，项目部组织召开剩余工程施工动

员会，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600 多名作业

人员按照要求全力施工。

守与变

韶新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全长 85.291 公

里，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

中铁四局一公司韶新高速公路项目部承

担全线水稳、沥青摊铺任务。保证工程的质

量，是他们一直坚守不变的追求。

在坚守的同时，他们还不断采用了最新

的技术，突破技术难点，让工程质量更高。

传统的湿法SBS改性沥青在加工和存储过

程中存在热储存不稳定性，影响沥青路面寿命。

中铁四局韶新高速公路十三分部项目负

责人左小红说，为解决这个问题，项目部结合

广东地区石料和沥青资源、技术现状、气候特

点等因素，开展行业最新的干法 SBS 改性沥

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

实现了技术突破。

另外，针对以往水稳拌合站灰尘大、不易

治理等特点，他们在全省首个采用线挂式雾

化器代替传统雾炮机，实现喷雾降尘均匀无

死角······
现场队长马钟良告诉记者，等到春天来

了,各个拌合站的周边都长满了好看的花，还

有成片绿油油的草坪，韶新高速公路两边的

高边坡也能随处可见。

大与小

孙应军是河南洛阳人，今年和妻子一起在

工地过年，家里的三个小孩和父母在家里过年。

“出来了就努力，多赚点钱。”孙应军直

言，平常打电话回去说着说着小孩子就会哭，

让人心里很难受，过年更是如此。

谈起自己的孩子，孙应军一脸自豪。最大

的孩子读高二了，学习成绩还不错。“希望小孩

好好读书，将来成为有出息的人。”孙应军说。

“工人们坚守在工地，我心里特别感激他们。”

左小红说，过年的时候给施工的作业人员发放了

一些慰问品，给小孩子们发放了一些学习用品。

作为项目负责人，1987年出生的左小红，

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抗压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

力。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工程按时完工，工人

们也得到应有的收入。

除了大家，左小红还有小家。

他说：“妻子在老家，预产期是今年 5 月 1

日，不能陪伴，希望他们都能健康快乐。”

韶新高速由西北向东南穿过韶关翁源、

新丰，以及惠州龙门等地，整条高速与沿途优

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沿线的群众期待这条高速公路能够 7 月

1日通车，成为一条旅游之路、致富之路。

为高速通车冲刺 工地过年“暖暖的”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许加彬 过亚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