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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
者骆国骏、乌梦达、吴文诩)牛年除
夕迎新日，正是阖家团圆时。但与首
都机场毗邻的北京市顺义区一家隔
离酒店内，一群在最危险防疫“红
区”全程封闭的工作人员，依然坚守
在岗。临近北京冬奥会开幕，他们更
加忙碌。
　　首都稳、全国稳。为全力保障首
都“空中动脉”运输畅通，这家酒店
被指定为北京唯一一家承接外航机
组人员闭环管理接待任务的酒店。
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这家酒店
已累计保障 26 家境外航司的机组
人员 1.8 万人次，安全转运外航机
组阳性人员 146 人次，创造了北京
市疫情防控保障酒店“保障服务时
间最久”“零失误、零感染、零投诉”
的纪录。

  9 人自愿报名进闭环，

艰辛努力超乎想象

　　一盘热腾腾饺子、一张新春贺
卡、一份新年礼物……除夕中午 11
点半，首都机场外航机组人员隔离
酒店“红区”内，29 名员工提前吃上

“年夜饭”。尽管提前半天就餐，面对
持续的防疫“红区”入住高峰，也只
有 轮 休 人 员 能 抓 紧 时 间 快 速 吃
几口。
　　每一天每一秒都是硬仗！从今
年 1 月 27 日到 2 月 4 日冬奥会开
幕前，随着冬奥包机陆续抵京，这家
隔离酒店迎来入住“峰值”，整个“红
区 ”三 层 楼 2 4 0 多 间 客 房 全 部
住满。
　　除夕下午，一辆满载外航机组
人员的客车刚停下，酒店礼宾员立
刻引导空乘人员沿划定的防疫动线
前往大堂；前台接待员按照事先传
真的空乘名单，查看护照、录入信
息、发放房卡；防疫和安保人员回应
问询、指导防疫，有条不紊。
　　“除了工作就是不停刷手机，紧
盯每趟航班时间表，不能错过接机。
外航机组人员长途飞行后很疲惫，
北京冬天气温低，要把入住时间压
缩到最短。”酒店前厅部防疫工作组
负责人李燕说。
　　北京市顺义区文旅局党组书
记、局长申志红介绍，为全力保障我
国首都“空中动脉”运输畅通，严把
疫情防控关口，这家酒店专责承接
外航机组人员闭环管理接待任务。
其中，李燕、张继芹等 9 名自愿报
名进入酒店隔离区的工作人员，全
程接受封闭管理，“付出了超乎想象
的艰辛努力”。
　　两年多时间里，这家隔离酒店
防疫手册已更新至第十版。“每一版
都凝聚所有防疫人员无数心血，从

无到有，蹚出了一条国内酒店防疫
隔离的标准化流程。”酒店安保部主
任谢小林说。

  不仅接待住宿，也提供

家的温暖

　　“在我们眼中，这些飞行员都是
英雄，疫情期间联通中国与世界。虽
然机组人员通常只住宿一晚，但我
们会想尽办法提供家的温暖。”酒店
负责人刘志强说，疫情当前，接待外
航机组人员已不是简单的商务服
务，“唯一”意味着责任，关乎中国对
外形象，安全和服务质量容不得
马虎。
　　在酒店厨房，记者看到厨师李
小江正在手写菜单，详尽备注每位
入住空乘人员的餐饮需求。“为了保
证冬天饭菜不凉，同事都是跑着去
送餐。”李小江说。
　　两天前，李燕在办理退房手续
工作时看到，英国航空一名机长佩
戴的 N95 口罩破损。“我马上给整
个机组换了新口罩，还赠送酒店的
笔作为春节礼物，机长当时用英语
对我说，‘谢谢！你们值得一切赞
美。’”李燕说。
　　“除了干净温馨的客房环境，安
全还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客房部
主管张继芹介绍，每天上岗前，她们
必须要做到一级防护，完整穿戴好
防护服、头套、N95 口罩、手套、鞋
套、护目镜等“防护六件套”。
　　全副武装后，张继芹开始一天
的工作。首先使用喷雾式消毒壶，喷
洒在房间每个角落，静置半小时，之
后开窗通风，把所有床上用品装袋
密封消毒。房间污染区打扫干净后，
她返回工作区更换新防护服，再去
更换棉被物品，同时用酒精擦拭电
话，用消毒水擦拭所有家具表面、门
把手以及客人能够触碰到的地方。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只有大家
都做得标准，才能早日结束疫情。”
张继芹说。

  最多一天换 26 套隔

离服，汗水把鞋套装满

　　“确实很多次想过放弃，但做人
做事不能半途而废。”这是采访中听
得最多的“答记者问”。
　　张继芹的家离酒店仅 5 公里，
但是她进入闭环管理后，已经很久
没有回家了。每次换班后，张继芹都
要和儿子打个视频电话。“上个月老
公把腿摔坏了，行动不便，儿子刚好
放寒假，主动照顾他爸爸。突然间感
觉孩子长大了，总说‘不用操心我
们，您要照顾好自己。’”张继芹眼泛
泪花、语带哽咽：“儿子去年高中毕
业，我都没能陪他高考和送他入学，
想起来就有点难受。”除夕这天，她
牵挂的是父子俩年夜饭吃什么。张
继芹说，以前年夜饭都是她做，有儿
子最爱吃的可乐鸡翅、酱猪手等满
满一大桌。
　　“最想吃妈妈做的川味年夜饭，
特别是油炸酥肉，那叫一个香啊。”
能吃上妈妈做的年夜饭，是李燕和
同事们的期盼。“当和爸妈视频对话
时，实在没忍住，哭得稀里哗啦的。
谁都想回家过年，但真忙起来完全
没时间想这个事。”李燕说。酒店“红
区”主管卢阁穿着全套隔离服和记
者视频时说：“每次和两个女儿视频
都想流泪。”
　　张继芹介绍，进入闭环工作后，
她的眼睛被消毒液熏得肿胀疼痛。
窗外阳光映入眼帘，就会止不住流
泪，“不少同事和我是一样的感觉。”
　　“每接待一趟航班，前台工作人
员就需要换隔离服，最多一天换了
26 套隔离服。手上还要不停喷洒酒
精，一天下来，手几乎没了触觉。”李
燕说。
　　“一间房打扫下来差不多 40
分钟，客房打扫完，全身尽湿，汗水
能没过脚面。”张继芹说。
　　当初，李燕等人主动报名进入

“红区”工作。虽然工作量大、防疫要
求严苛、长时间不能出去，“但既然
自愿选择这份工作，就有责任做好，
不能轻言放弃。”李燕说。
　　再详尽周到的防疫计划，都需
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我们在的地方
就是国门。”刘志强说，按照既定计
划，正在全流程严格培训新人上岗，
等眼前冬奥“小高峰”结束后，会立
即启动轮休，将这些幕后英雄们撤
下火线，让他们回到亲人身边。
　　繁忙的工作之余，爱生活的李
燕坚持健身和自学英语。李燕说，期
盼疫情快点过去，能和小伙伴一起
去吃四川火锅、去国外旅游。说话
间，汉莎航空的一班空乘人员抵达
隔离酒店，李燕和她的同事们又忙
碌起来……
      （参与记者陈钟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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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内蒙古大草原上的
牧民朝鲁门，也已经不再为吃水而
苦恼。
　　住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
德 力 格 尔 嘎 查 的 朝 鲁 门 ，家 里 有
400 只羊、40 匹马、45 头牛，3.4 万
亩的草场。人和牲畜都需要水，但朝
鲁门家距离取水点有 20 多公里的
路程。
　　不止朝鲁门，附近的苏乙拉图等
5 户牧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去年，阿
巴嘎旗实施水源井工程，新打的一眼
井将朝鲁门等 6 户牧民的运水距离，
从 20 公里缩短到了 2 公里内。
　　“阿巴嘎旗边境涉及 3 个苏木 13
个嘎查，近年来我们建设了 279 眼水
源井、79 处水窖，安装了 921 套单户
改水设备，解决边境牧民安全饮水用
水问题，4500 人因此受益，为守土戍
边的牧民安心生活生产提供了保障。”
阿巴嘎旗水利局局长达来说。

喝河水变喝“致富水”

　　 1 月 21 日是贵州省雷山县格头
村苗族村民的“狗年节”，家家户户杀
猪宰羊，好不热闹！
　　但是在以前，每逢过节大家总会
担心停水。“亲朋好友来村寨做客，每
家每户都在杀猪宰羊，水经常不够
用。”格头村党支部书记杨仁鸿说，村
里新修饮水工程后，现在来过节的客
人更多了，但村民们已不再担心停水
的问题。
　　格头村地处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
腹地，格头河穿村而过。以往村民早起
的第一件事，是去河里挑水喝。
　　“住在下游的村民更要早早起床
挑水，不然上游洗衣洗菜，水就不干净
了。”格头村村民李大说。
　　格头村保存了完好的木质吊脚楼
群，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有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林中“活化石”秃杉群，
被誉为“中国秃杉之乡”。
　　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乡村旅
游一直没有发展起来。问题的症结还
是出在了“水”上，不能安全饮水，餐饮
住宿用水更无法供应。
　　前些年，当地水利部门在格头村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修建大水池
和 配 套 管 网 ，自 来 水 开 始 流 进 村
民家。
　　为保障饮水安全、让村民吃上“旅
游饭”，当地水利部门继续实施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新增输水主管、新建
蓄水池，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得到了彻
底解决。
　　如今，这里的自来水成为“致富
水”，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格头村，
发展起了旅游业。
　　“路通到村、自来水通到家，村里
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我现在做农家
乐和种植养殖，收入开始增多、日子也
越过越好。”李大说。
　　水利部统计显示，仅 2021 年我
国就提升了 4263 万农村人口的供水
保障水平。
　　与此同时，目前部分农村地区依
然存在水源不稳定问题，有的农村供
水工程管道老化严重。由于全国农村
九成以上是千人以下的小型分散供水
工程，管护薄弱，出现问题时难以得到
及时处理。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
明忠表示，今年计划将全国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水利部
门将以建设稳定水源为基础，推进农
村供水工程规模化建设和小型工程
标准化改造，更新改造老旧供水设施
和管网，强化水质保障，提升管理和
服务。”
  （记者刘诗平、冯维健、胡伟杰、郭
雅茹、多蕾、王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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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黄超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31 日电(记
者关俏俏、尚升、白志强)干冷的朔风吹
过罗布泊连绵百里的盐田，水面波光涟
漪，远处一座现代化工厂机器轰鸣，铁路
专线源源不断地将一包包钾肥运送至全
国各地。这里，曾被人们形容为“天上无
飞鸟，地上不长草，百里无人区，风吹石
头跑”，如今却成为一座大型生产车间。
　　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
东部、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最东缘，因形状宛如人耳，被誉为

“地球之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正是在这只自
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耳朵”腹地，人们发
现了超大型硫酸盐型含钾卤水矿床。钾
是维持植物生长必需的元素之一。中国
是钾肥消费大国，但钾矿资源相对匮乏，
进口依赖度一度高达 70% 以上。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钾肥可靠
供应，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国投罗钾）借鉴国内外盐湖
开发经验，自 2000 年起探索以罗布
泊天然卤水资源制取硫酸钾。2008
年 11 月 18 日，国投罗钾年产 120 万
吨硫酸钾项目顺利建成，并一次性投
料试车成功。
　　作为钾肥基地“拓荒者”之一，国
投罗钾副总经理姚莫白在罗布泊一干
就是 23 年。“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
都是企业最忙的时候。”姚莫白说，农
时不等人，保障春耕顺利进行是关乎

“米袋子”“菜篮子”的大事，因此每年
春节期间，企业超过 1500 名员工都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生产以确保肥料供给
及时。今年 1 月以来，企业已生产发运
硫酸钾产品 21 万吨，实现“开门红”。

  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体硫酸钾生产
企业，国投罗钾投产至今已累计生产
硫酸钾超过 1800 万吨，有效缓解我
国钾肥供需矛盾，使我国钾肥自给率
提高到了 50％，让中国农民用上了优
质低价的钾肥。
　　“自创业以来，创新就始终放在第
一位。”姚莫白说。国投罗钾不断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自主研发的“罗布泊硫
酸镁亚型卤水制取硫酸钾”工艺专利
技术、“罗布泊盐湖 120 万吨／年硫酸
钾成套技术开发”“罗布泊地区钾盐资
源开发利用研究”先后获得两项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工业大奖等
奖项。
　 在钾肥基地一幢大型厂房二楼，
中央控制室一整面屏幕墙上，生产的
各个环节实时可见。“生产全流程已实

现自动化减人和智能化无人，不仅有
效降低员工劳动强度，也一定程度上
消除了安全隐患。”国投罗钾硫钾厂副
厂长王庆昌说。
　　通过科技创新加大对罗布泊盐湖
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企业在已拥有包
括硫酸钾、硫酸钾镁肥在内 6 种产品
的基础上，正在依托国家技术中心打
造具有高端人才和科研实力的一流化
肥产业创新平台，并加快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肥料研制、生产和科学施
肥技术体系，在新型肥料细分领域取
得突破，打造以钾盐开发为主导的新
型高效肥料产业链。
　　“我们要让这艘钾肥‘航母’驶出

‘死亡之海’，将这片历经岁月沉积的
盐田变成服务于中国三农的生命之
海。”姚莫白说。

在“地球之耳”罗布泊，“肥水”流入生产线

　　新华社长沙 2 月 1 日电(记者谭
剑、刘良恒)“最大感受是生态环境变好
了，青山绿水又回来了。”50 多岁的彭进
当了 30 余年村干部，目睹了村里环境
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的全过程。
　　彭进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福临镇，位于
湖南省长沙县北部，是“断肠明志”的红军
师长陈树湘烈士故里。春节前夕，记者冒
雨来到福临镇，沿路所见都是“绿油油水
灵灵”的乡村景致，屋舍俨然，空气清新。
　　当地干部群众告诉记者，尽管“福临
镇”地名十分讨喜，但由于位置相对偏
僻，与长沙县南部工业发达的乡镇街道
相比，福临镇发展相对落后。就在 10 余
年前，大部分老百姓还依靠种田养猪过
日子。
　　古华山村曾是福临镇的“养猪状元
村”。1990 年至 2010 年，处于生猪养殖
高峰期的古华山村“家家有猪舍，户户养
猪忙”。全村面积约 7.2 平方公里，年出
栏十二三万头生猪，存栏量达到四五万
头，远超环境承载能力。
　　养猪在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带
来难以估量的环境污染。在古华山村担

任党总支书记的彭进回忆说，当时村
里弥漫着刺鼻的臭味，水体中的氨氮
浓度超标 11 倍，土壤中的重金属含
量也超标。很多村民靠养猪盖起小洋
楼，却要出门踩垃圾，张嘴吸臭气，甚
至要买桶装水饮用、淘米、洗菜。
　　粪水横流、臭气熏天的污染重灾
区，让福临镇老百姓吃了苦头，付出了
沉重代价。福临镇党委书记陆宇说，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粗放式的生猪
散养模式难以为继。2012 年开始，当
地决定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有序实施
生猪退养。
　　依托县里出台的相关政策，福临
镇动员党员干部、乡贤名人齐上阵，向
村民宣传讲解治理污染、修复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引导
养殖户拆除违规建设的猪舍，将养殖
规模控制在环境可承载范围内。
　　“我 2014 年到村里工作，刚上任
就配合镇党委政府拆猪舍，那一年村
里拆了 20 多万平方米。”影珠山村支
部书记黄维告诉记者，当时不少村民
不理解，经过镇村干部讲解环保政策，

做思想工作，慢慢地村民们想通了，大
片猪舍陆续被拆除。
　　一边实施有序退养，一边全力修
复生态。福临镇先后投入上千万元，治
理全镇 500 余口污染严重的山塘，还
通过种树、撒生石灰修复被重金属污
染的土壤。古华山村老党员段申发说：

“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山塘沟渠
又变清了，又有鱼了。”
　　生态环境好转的同时，福临镇文
旅产业逐渐升温。陆宇告诉记者，越来
越多的游客来参观陈树湘故居，缅怀
革命先烈，感悟红色文化。仅 2021 年，
福临镇就接待游客超过 40 万人次。
　　不少曾经的养猪大户也找到了发
展门路。同心村村民曹伍林过去养猪，
最多时存栏量达到三四百头，如今他
改养了 20 多头牛。他对记者说，养牛
收入赶不上养猪，但污染要小很多。为
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好环境，做出
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一些干部群众说，如今的福临镇
摆脱了污染困扰，恢复成一方生态美、
文化兴、人气旺的福地。

湖南养猪大镇重现“绿油油水灵灵”

  新华社南宁 1 月 31 日电(记者黄浩
铭、农冠斌)“春节是团圆的日子，我们苗
族群众聚在一起，用吹芦笙、跳芦笙舞的
传统形式喜迎新春。”苗族村民韦玉荣说。
　　春节到来之际，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思恩镇陈双村双乐屯一排排富有苗
族特色的民居前，韦玉荣和同伴们跳起芦
笙舞，浑厚响亮的芦笙声回荡在山谷中。
　　韦玉荣所在的陈双村是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驯乐苗族乡、下南乡等地贫困和库区群
众在党委、政府的帮扶下，陆续搬迁到陈
双村，陈双村由此成为一个壮、汉、毛南、
苗、瑶、水、布依、侗、满、仫佬、土家等 11
个民族的移民大村。
　　在苗族村民潘美给家门前，邻居们
围坐在火炉旁聊起家常。潘美给为客人
递上刚打出来的糍粑和红糖粉，盛上自
家酿的糯米酒。炉火烧得正旺，宾主相谈
尽欢。孩子们教育情况、产业发展和外出
打工见闻是大家交流的重点。

　　“我们 1995 年从偏远山区搬迁
到这里，刚开始住的是平房。这些年生
活富裕了，在政府支持下，大家纷纷建
起带有苗族民居风格的楼房。”潘美给
说，自己家种了 10 亩砂糖橘，销售价
格不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陈双村龙江屯，毛南族村民谭
孟超蒸好一篮毛南族特色的三角粽，
准备送到双乐屯的妻子韦美英父母家
中。10 多年前，谭孟超在村里的一场
文艺活动中邂逅苗族姑娘韦美英，两
人情投意合，成为村里第一对毛南族
和苗族通婚的夫妻，成就了一段佳话。
结婚 10 年来，他们育有一双儿女，家
里种植 10 多亩砂糖橘，还有一台小
型挖掘机，家庭收入可观。
　　“经过这些年的磨合，大家已经相
互熟悉，年前村里各族朋友分别送了
鱼、柑橘、糍粑等特产过来，我们也宰
年猪和做粽子回赠他们。”谭孟超说。
　　陈双村党总支书记韦炳录说，从

最初的语言不通，到如今多民族间实
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齐心协力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大力发展特色水果
产业和乡村旅游业，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2021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18300 元。
　　生活条件改善了，文化生活也在
不断丰富。陈双村各族群众自发组建
芦笙队、龙舟队、唢呐队等文体团队。
在陈双村村委会的办事大厅里，挂满
了各类赛事获奖的锦旗，其中很多荣
誉来自该村的女子龙舟队。
　　“这是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的
金牌、这是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的银牌……”毛南族妹
子谭利欢是女子龙舟队的舵手，她说
赛龙舟是一项团体赛事，队员之间的
团结协作非常重要。“龙舟赛场上，我
们团结一致争金夺银；乡村振兴路上，
我们虎虎生威奋勇争先。”春节到来之
际，谭利欢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广西移民大村 11 个民族共庆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