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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学习、就近就业、

就近娱乐，马白邱村的

“近”让大伙儿体会到满满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

时，以脱贫攻坚为支点，马

白邱村的乡亲们凭着一股

闯劲，向“远”拓展。

□本报记者 曾鸣

1月29日，记者走进濮阳县郎中乡
马白邱村，一排排农家小楼渐次映入眼
帘，白墙黛瓦，好似一幅泼墨山水画。

最热闹的当数村里的文化广场。
全村男女老少簇拥在文化大舞台前，
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台上的舞狮表演。

“这是村里第四年举办春节联欢会了，
各种文化活动离咱们越来越近，家门
口也能看‘春晚’！”一位抱着孩子的村
民兴奋地说。

马白邱村是省交通运输厅定点帮
扶的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罗斌杰告
诉记者，村民们平常的文化生活也很
丰富多彩，“这几年，村里成立了秧歌
队、民乐队、舞蹈队，大家经常聚在一
起学知识、话变化，过去的陋习不见
了，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漫步文化广场，各种健身器材一

应俱全。老年人在这里舒展筋骨，悠
然自得。向村头走，只见一个清澈的
水塘，名为“莲花池”。“这里原来是臭
水沟，经过治理，现在干干净净，天气
好的时候在池边散步，甭提多美了！”
村民梁大爷乐呵呵地说。

马白邱村有1200多人，没有一个
“闲人”。“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实现家门口就
业。”马白邱村党支部书记鲁秋梅说，
在驻村扶贫工作组的帮助下，村里建
起了服装厂、电子厂、纸箱厂等，为村
民提供了几百个就业岗位。

去年年底，在驻村扶贫工作组的
支持下，村里开办了挖掘机学校,帮助
大家掌握一技之长。“学校只收押金，
学成后帮忙找工作，再退还押金。”马
白邱村村委会主任梁朝阳说。

就近学习、就近就业、就近娱乐，
马白邱村的“近”让大伙儿体会到满满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以脱贫攻
坚为支点，马白邱村的乡亲们凭着一
股闯劲，向“远”拓展。

挖掘机学校名声在外，连外省的
人都纷纷前来咨询。据梁朝阳介绍，
国外对挖掘机司机的需求量较大，学
员在村里的挖掘机学校学成后，可以
获得挖掘机操作证，从而取得赴海外

务工的资格，每个月保底薪资可达1.5
万元。

村里的产业扶贫也做得红红火
火，艾草、海棠树苗、服装等远销省内
外，“马白邱村制造”的招牌越擦越亮。

过去村里穷，娶媳妇也难，如今可
不一样了。村民贾大妈说，儿子原来
在外地工作，娶了个四川媳妇，小两口
结婚生子后，双双回村工作，一大家子
和和美美在一起。大家打趣说，这几
年村里生活越来越好了，千里之外的
姑娘都愿意嫁过来了！

罗斌杰谈起马白邱村的“近”和
“远”，满怀深情：“我们不但要帮助村
里把硬件设施搞好，更要提振乡亲们
的精气神儿，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内
生动力，让他们或远或近，都能各得其
所。‘近’到不出村庄，一草一木感受幸
福老家，‘远’到广阔天地，收获满满不
忘回报乡梓！”③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白秋津

1月31日凌晨5点，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四矿综采二队生产班长雷金鹏和
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了单位，召开班前
会，检查下井设备，穿戴下井服装……

“我已经有十来个春节都是在井
下过的。对于煤矿人来说，春节在井
下和工友们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采
煤，也挺有意义的。”雷金鹏说，今年，
他将再一次和四矿的800多名矿工一

起，在近千米深的井下迎接新春。
位于平顶山市的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四矿，于 1958年建成投产，不久便
成为全国第一个质量标准化样板矿。

记者跟着雷金鹏，乘坐像电梯一
样的罐笼，垂直下降到 400多米深的
地下，穿过曲曲折折的巷道，再坐上如
同简易缆车一样的“猴车”，90多分钟
后，才来到雷金鹏所在的采煤工作面
上。

一根根液压支架支撑着顶板和地
面，保护着矿工的安全；一台现代化的

采煤机隆隆作响，不断将原煤采割下
来；在矿灯的照耀下，细粉般的原煤熠
熠闪光。“井下的自动化设备越来越
多，但很多细节工作还得人工辅助去
完成。”说着，雷金鹏便开始查看机器，
检修设备，确保采煤工作顺利进行。

采煤工作面上昏暗狭窄，且坡度
较大，但雷金鹏来回走动却如履平
地。由于地热原因，井下闷热潮湿，不
一会儿，汗水混着煤屑，从雷金鹏的额
头流到脸颊，一身深蓝色的工装也几
乎变成了黑色。

在 5岁的女儿眼中，雷金鹏是一
个不守承诺的“坏”爸爸。“有好几个
春节都说好要和女儿一起去景区看
灯展，但一次也没有兑现过。”雷金鹏
说，今年的年货也是妻子一个人准备
的。

雷金鹏的班有 20多名工人，每天
作业 8 小时，能采 1000 吨左右的原
煤。“原煤产量高，企业效益好，井下安
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千米井
下，雷金鹏沾着煤灰的脸上挂满了笑
容。③8

新春走基层

马白邱村的“近”和“远”

千米井下采煤人
1月31日，雪后放晴。在瑞雪的映衬下，洛阳隋唐城国家遗址公园景色宜人，不少市民拿出手机将这一美景定格。⑨6 曾宪平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月 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

习近平赞赏巴赫和国际奥委会长
期以来积极支持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和
体育事业发展，并通过体育和奥林匹
克运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
强调，中方高度重视筹办北京冬奥会，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我
们一定会积极努力，为世界呈现一届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冬奥会。希
望巴赫主席提出宝贵建议。

习近平指出，全民健身运动的普
及和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度，也是
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70年来，中国人民
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从过
去未能参加奥运会，到现在已成为许
多奥运项目中的佼佼者，这是中国国
运国力发展的重要体现。普及冰雪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与中国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契合的。举办北
京冬奥会还将为中国加强体育国际合
作提供新的机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办冬奥会的理
念，同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推进绿色

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努力一脉相
承。体育交流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一部分。中国政
府对使用兴奋剂持“零容忍”态度，我提
倡中国运动员哪怕不拿竞技场上的金
牌，也一定要拿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金
牌，拿一个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一个干
净的金牌。中国将坚定主办一届像冰
雪一样干净、纯洁的冬奥会。

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
务实高效，充满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我看到中国运动员正积极备战，
场馆建设把奥运遗产和可持续发展很
好地结合起来，中国民众对冬季运动
充满热情。中国新华社正式成为国际
奥委会的合作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
台即将开播奥运频道。我赞同习近平
主席所说，体育运动可以促进一个国
家的全面发展。相信北京冬奥会的筹
备和举行，将推动冬季运动在中国的
普及和在世界的推广。中方主办冬奥
会理念同国际奥委会是一致的。中方
冬奥组委会同国际奥委会的互信与合
作令人满意。感谢中方为筹办冬奥会
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完全相信
中国将举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月 3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一致同意，深化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的中卡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2014 年，我同埃米
尔殿下在北京共同宣布建立中卡战略
伙伴关系，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重
要共识。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这些共识正在得到落实，给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卡方加强
沟通，深化政治互信。中方支持卡方
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赞赏卡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
谢卡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双方要进一
步对接发展战略，共同建设“一带一
路”。两国已初步形成以油气合作为
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金
融和投资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
要统筹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
新技术、投资四大领域合作。双方要
就国际反恐反极端思潮加强交流、分
享经验，开展合作。要进一步密切人
文交流，推动旅游、文化、体育和媒体

合作，特别是相互支持、共同办好
2022 年分别在中国和卡塔尔举行的
冬奥会和世界杯足球赛这两大体育
盛会。

习近平指出，区域合作和海湾稳
定是本地区繁荣的重要基础。中方
支持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和阿拉伯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妥善解决分歧和矛盾，恢复海湾阿拉
伯国家间团结和睦。中方愿根据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愿
望，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塔米姆首先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
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塔米姆表示，
卡中是战略伙伴，双边友好关系迅速
发展。卡塔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
一，期待同中方在能源、投资、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中
国企业在卡塔尔的表现值得称道，欢
迎中国企业赴卡塔尔投资兴业。卡方
致力于增进同中方文化、旅游、新闻交
流。卡方积极评价中方在多边事务以
及中东和海湾地区问题上的建设性立
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深化反恐
和反极端主义合作。

让文字走出古籍，随创意进入生
活，美化世界，是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
与现代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传承方式，也
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有效举
措。为此，中国文字博物馆决定举办汉
字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向社会公开
征集优秀汉字文化创意设计作品。

一、大赛宗旨
选取中国文字博物馆 5件馆藏文

物或以汉字的不同书体形式（甲骨文
为主）为元素，进行设计创作，力求使
汉字与生活、艺术与创意相融合，让汉
字以更加贴近大众的方式进行推广，
诠释中国故事。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文字博物馆
承办单位：安阳市字苑文化产业

开发中心
学术支持单位：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三、时间安排
1.作品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9

年 4月 30日
2.作品评选及公布结果时间：

2019年 5月中旬
3.颁奖时间2019年 5月下旬
4.获奖作品展览时间：2019年11月

四、参赛要求
1.参赛资格：从事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研发生产的单位、企业、高校师生、
创意团体及个人等(含港澳台地区)均
可选送作品参加。单一件（套）作品作
者署名不得超过三人。

2.设计素材：中国文字博物馆5件
馆藏文物或汉字的不同书体形式（甲骨
文为主）为元素，设计创作范围不限。

3.设计需结合现代艺术导向和市
场需求，实现汉字与产品的有效结合，
设计作品要具备原创性、艺术性、实用
性、时尚性等，产品寓意健康向上。

4.作品表现形式、工艺材料不限，
设计作品要具备生产可行性。

5.鼓励以系列作品的形式投稿。
6.参赛作品设计费、样品制作等费

用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五、投稿要求
1.参赛作品均为参赛者原创，所有

参赛作品均未在网站、报纸杂志等其
他媒体公开发表，未申请专利或知识
产权登记，未投入市场销售和参加过

其他类似大赛、活动。如作品发生知
识产权或版权纠纷等，主办方将取消
其参赛资格，并由参赛者承担后果。

2.参赛者必须提供电子设计稿（模
板）、报名表，附实物作品评选中同等
条件下实物作品优先考虑。

3.所有参赛作品及相关资料（包括
电子设计稿、报名表）一律不退，参赛
者自留底样。

4.参赛者在比赛期间不得将参赛
作品转让给第三方使用或参加其他类
似大赛或活动。在未取得主办方授权
的情况下，不得将参赛作品用于任何
商业用途及其他使用。主办、承办方
在相关活动及宣传中拥有所投稿作品
的使用权和发布权。所有投稿人均须
填写承诺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获奖者领取证书（奖金）前应与
主办方签署知识产权转让协议。获奖
者领取时即表示其同意将获奖作品相
关知识产权转归大赛主办方所有，设
计师享有署名权，主办方享有对作品
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申请、再设计、生

产、展览、出版等各项权益。
6.投稿方式
（1）投稿人需登录中国文字博物馆

官方网站（www.wzbwg.com）下载：
①中国文字博物馆5件馆藏文物素材；
②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2019
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大赛参赛者承诺书；③纪念甲骨文发
现120周年——2019中国文字博物馆
汉字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参赛报名
表；④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
2019 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大赛电子设计稿。

（2）每件（套）参赛作品均须递交
电子设计稿和报名表各一份。

（3）电子设计稿：使用主办方模板，所
提供版面不得随意修改，按规范填写作
品名称。版面内需要有①效果展示图，②
创意设计说明（理念），③尺寸标注。也可
从作品灵感、材质、工艺、用途和市场等方
面进行选择性说明。版面内不得出现作
者所在单位名称、姓名和与作者身份有关
的任何标记，否则将被视作无效。将模板

及报名表打包压缩发送到wzgwhcyb@
126.com，邮件名称统一格式为“2019
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大赛（空格）姓名（空格）作品名”。

（4）实物作品：参赛者将实物作品
邮寄至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 656号
中国文字博物馆（邮编 455000）程娇、
韩洁收，电话：0372-2266051，请在邮
寄件上注明 2019 中国文字博物馆汉
字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和投稿人联
络方式。运输中作品如发生任何意
外，大赛组织者不承担责任。

六、评奖与奖项设置
1.征稿结束后，由主办方聘请专家

组成评委会，依据公平、公正、公开、择
优的原则，本着艺术性、实用性、时尚
性、市场性预期效果等几个方面对作
品进行评选。

2.主办方将向获奖作品设计者颁
发证书和奖金（税前）。奖项设置如下：

一等奖 2 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金20000元；

二等奖 3 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金10000元；
三等奖 5 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金5000元；
另设优秀奖 30 名颁发荣誉证书

及奖金500元。
3.鼓励参赛者以实物作品参赛，同

等条件下有实物作品的优先；一、二、
三等奖获奖者需提供实物样品。

4.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
2019 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结果将在中国
文字博物馆官方网站公布。

七、联系方式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

14:30-17:30
联系人：刘杨 李瑞雪
联系电话：0372-2266051

0372-2266052
邮箱：wzgwhcyb@126.com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656

号中国文字博物馆
邮编：455000
八、获奖作品将参加由主办方组

织举办的文创产品展览活动。
九、本次大赛的解释权归主办方

所有，凡参加大赛者即表示同意遵守
本次大赛的全部规定。

中国文字博物馆
2019年2月 1日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2019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征稿启事

习近平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时强调

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
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强调

主办一届像冰雪一样
干净纯洁的冬奥会

（上接第一版）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
动绿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
环境风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落地见效，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文

章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
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
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而努
力奋斗。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