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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熟悉的日子又回来了。9 月 1
日的郑州，虽然下着雨，但浓郁的“烟
火味儿”在升腾。

临近中午，桃源路附近的一家巴
奴毛肚火锅店迎来了当天的第一拨
客人，服务员引导顾客戴好口罩、扫
码、测体温之后进店就餐。

“9月第一天，下雨正好吃火锅。”
郑州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
究生张勇和几个朋友一起，吃上了初
秋的第一顿火锅。

这个暑期，受汛情和疫情影响，
张勇不能回贵州老家，一直在学校待
着。随着堂食有序恢复，张勇和朋友
们“热乎”地约起来了。

火锅店里，食客或三两好友、或
一家出动，围坐一团，笑语盈盈，手捏

长筷，从红彤彤的油锅里捞出食物，
满足地“吸溜”入口。

“火锅还是吃辣的过瘾。”张勇说话
间，用公筷给朋友夹起一片毛肚入盘。

这家店属于街边社区店，设有60
多桌，有员工65人。据店长胡柱权介
绍，服务人员全部接种了新冠疫苗，全
天佩戴口罩工作、上岗前测量体温，每
天至少3次对餐厅空间和地面进行消
毒，免费供应抗菌洗手液，设有餐具清
洗消毒专用间，当天的食材全部由原
阳中央厨房前一天深夜配送而来。

“现在全天上座近140桌，基本上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胡柱权说，“常
态化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含糊，我们
不怕麻烦，才能让更多人没有麻烦。”

饭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烟火
气”，而食客也应格外珍惜这别来无
恙的幸福相逢。③5

本报讯（记者 代娟 实习生 李昌欣）9 月 1
日上午 8时 55分，在卫辉市实验中学九年级 6班
教室里，语文老师李明凤开始了她本学期的第一
堂课，讲授《沁园春·雪》。当天，该校 1100多名
九年级学生准时报到入学。

卫辉市实验中学地势较低，在“7·20”暴雨中
受灾严重，位于一楼的实验室器材、图书室的6万
多册书籍等全部被淹，门窗、教学桌椅、多媒体设
备全部损毁。

“真没想到能准时开学！”九年级11班郭芷含
同学对记者说。

走进卫辉市实验中学，新粉刷的走廊显得格
外亮眼，窗明几净的校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的井然有序，是社会各界关
爱和全校 70 多位老师不分昼夜积极自救的结
果。如今，学校教材全部到位，损毁的教学桌椅
也已经采购到位，我们有信心迎接第二批学生顺
利返校！”卫辉市实验中学校长武新远说。

据介绍，当天的第一节课，该校以“把灾难当
教材，与祖国共成长”为主题，以此次抗洪抢险、
疫情防控为背景，增加感恩教育、爱党爱国教育
的分量，展现社会各界在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中
对卫辉的支援和帮助。

据悉，洪水退去后，卫辉市克服种种困难，对
167 所遭受水淹的中小学校舍进行全面清淤消
杀、整修加固，组织学校加紧修复，并及时更换教
学桌椅，维修、更新电脑和一体机等教学设备，确
保8.8万名中小学生如期开学。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把李露拼搏进取的故事分
享给大家，这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希望大家向榜样学习。”9月 1日
上午，邓州市城区一初中九（1）
班，该校校长徐扬正在结合人民
日报微信公众号“2021开学必修
课”，为大家讲述残奥会运动员李
露的故事。

9月 1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
号“2021开学必修课”发布，分为
求索、防疫、互助、超越、拼搏、守

护、浪漫、榜样、报国等板块，邓州
籍姑娘李露出现在“拼搏”板块。

李露，生于 1994年 12月，邓
州市高集镇后李村人，4岁多时，
因意外失去左小臂。但她心怀
梦想，刻苦训练，在比赛中不断
摘金夺银：在 2013 年亚洲青年
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 3枚金牌；
2015 年，在第九届全国残运会
上，获得 2金 1银；2017 年，在第
八届残疾人世锦赛上，夺得 1金
2铜；在 2018年世界残奥田径大
奖赛（北京站）暨第六届中国残
疾人田径公开赛上，获得 3枚金
牌；2019 年，在全国第十届残运

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上，斩获 3枚
金牌。此外，李露曾以 58 秒 09
的成绩，在 2016 年里约残奥会
上夺得女子田径 T46 级 400 米
决赛冠军。目前，李露正在征战
东京残奥会。

在当天的第一课中，学生们
被李露的阳光笑容所感染，被她
的精神所鼓舞。“李露身残志坚，
坚持不懈，她是我们青少年学
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像她
那样，努力学习，不断
拼搏，为国家作
贡献。”学生李佳
瑶说。③5

初秋的第一顿火锅

□高长岭 周强 吴昊 王彩丽

“各班组人员就位，检查设备，准
备带料试车！”当地时间 2021 年 8 月
29日 15时，随着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
质矿产调查院（以下简称“地矿二院”）
副院长兼中原能矿东非矿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加灿一声令下，电机轰鸣声
中，坦桑尼亚ML553金矿开发项目浮
选厂正式启动，开始进行试生产。

浮选厂试生产，标志着河南省地矿
局和省自然资源集团在坦桑尼亚的辛
勤耕耘终于开花结果，实现了从矿产资
源储备到矿业开发项目成果转化的跨
越，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坦桑
尼亚第一个建成投产的矿业开发项目。

砥砺前行 走出去的一面“旗帜”

ML553 金矿开发项目是河南省
地矿局与河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合
资开发的境外矿山项目，是河南省商
务厅备案重点培育的“环维多利亚湖
产业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
于坦桑尼亚马拉省地区，以中原能矿
东非矿业有限公司为载体，浮选厂设
计生产能力日处理矿石 500吨，矿山
服务年限7年。

河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马存旺介绍，近年来，集团积
极围绕省委、省政府发展战略，充分运
用经济市场手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产业布局，参与国
际产能合作，开展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
产业项目投资经营，在服务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成就突出。集团与省地矿
局合资成立了中原能矿东非矿业有限
公司作为项目实施载体，投资坦桑尼亚
矿业开发，全力构建“双循环”矿业发展
新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省地矿局地矿二院院长郭明甫介
绍，河南省地矿局是全省“境外资源合
作责任单位”，是地勘单位“走出去”的
主力军。2006年以来，地矿二院聚焦

“一带一路”建设，在河南地质行业率
先“走出去”，经过 10 余年的艰苦奋
斗，在坦桑尼亚探明中型金矿床 1处，
小型金矿床 3处，已建设金矿山 2处，
拟建石墨矿山 1处，拥有各类矿权 37

处，并大力推动建设环维多利亚湖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园。该产业园区是我省
重点扶持类经贸合作区，成为 2018年
全国纳入统计的 113家境外经济贸易
合作区之一，也是我省目前唯一一家

“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园区，2019年
列入我省重点培育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ML553 金矿开发项目是合作双
方重点推动的项目。2016年以来，先
后完成了采矿权办理、矿区征地、电力
高压线路建设、供水等“三通一平”辅
助设施建设，完成了生活区、化验室、
炸药库、电解车间和浮选厂等全部生
产、生活设施。

在矿山建设期间，院领导常驻一
线指挥，项目部团队分工合作，克服重
重困难，终于进入建成投产，这是河南
地质人“务实开拓、敢为人先”创业精
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在一个经济极不
发达、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国家的一次
大胆尝试。

“走出去”的斐然成绩，受到了自然
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
钟自然高度评价，他称赞地矿二院是

“全国地勘单位走出去的一面旗帜”。

克难攻坚 浮选厂建成投产

金精粉能否出口，关乎ML553项
目的成败。为推动当地选冶产业，坦
桑尼亚禁止金精粉出口，经过工作人
员不懈努力，今年 4月，坦桑尼亚矿业
部特别批准了 ML553 项目出口金精
粉的申请。中原能矿东非矿业有限公
司成为获得坦桑尼亚出口金精粉许可
的两家单位之一。

刘加灿介绍，获得金精粉出口许可
意义重大，一是盘活了ML553整个矿
山，解决了选矿难的工艺问题，缩短了工
艺流程，提高了企业利润率；二是不必再
进行后续选冶项目建设，可节约近5000
万元的投资成本，缩短了基建周期。

拿到金精粉出口许可后，公司立即
加快了选厂建设的步伐。坦桑尼亚工
业基础薄弱，物资匮乏，工程物资大部
分需要从我国进口。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国际货运船只和航班骤减，国内
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设备也不能及时
运抵。

金矿浮选厂建设牵涉总图、工艺、
电气、自动化、建筑、结构、给排水、尾
矿、暖通等九大专业，需要协调设计、
试验、安装单位、设备厂家密切配合，
一旦出现问题，国内一个电话就可以
轻松解决的事情，放在非洲就会异常
困难。克服重重困难，2020年 9月开
始了项目土建工作，今年 4月完成了
全部土建基础施工，8月完成了设备安
装，为试运行铺平了道路。

不忘初心 构建新发展格局

乡关万里，疾病却经常不期而

遇。在非洲，每年雨季、旱季交替之
时，项目上 80%以上员工都会受到疟
疾和伤寒的袭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对海外员工的生活、工作都造成
了重大影响。今年 6月开始，包括坦
桑尼亚在内的非洲多国进入疫情集中
暴发期，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快速上升，
矿区疫情形势日益严峻……

各种困难考验着项目领导的管理
智慧和能力作风，也检验着全体员工
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

生死考验下，项目部的党员干部
始终不忘初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项目建设。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项
目部成员全力做好日常防护和防疫
物资储备工作，抢时间，赶进度，没有
一人退缩。这是一个关键时刻靠得
住、紧急关头冲得上、作风过硬的优
秀团队。

丝路千年，盛世相传。在全球疫
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陷入
衰退的背景下，省地矿局、省自然资源
投资集团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进
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务实推
进海外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构建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

吹尽狂沙始到金
——河南省地矿局、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坦桑尼亚金矿开发项目生产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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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万名
中小学生陆续开学

拼搏！像她那样

9月，美好归来

□本报记者 胡春娜 王延辉

根据省电影局有关通知，从 9月
1日起，我省电影市场有序恢复，电影
院开放营业。经历了洪灾、疫情，电
影行业在忐忑与焦虑中度过近一个
月的停摆期后，终于迎来了复工。

“开门就是好消息”

9月 1日 10时，记者来到位于郑
州花园路上的奥斯卡东方嘉禾影城，
工作人员已经做好迎接观众的准
备。临近 11时，观众李先生戴着口
罩来到影厅，在门口扫码、测温后，到
自动售票机前兑换电影票。进入影
厅前，他再一次接受测温，然后根据
指引在相应的放映厅落座。“终于能
来电影院看电影了！”李先生说，“虽
然观众不多，但开门就是好消息。”从
10：30 到 21：10，电影院 9个大厅安
排了29场电影。

郑州“7·20”暴雨当晚，这家影城
打开所有放映厅让上千名市民免费
留宿并提供热水，是大家眼中“最温
暖的电影院”“网红电影院”。付出爱
者收获爱。郑州有电影院 138家，该
影院相关负责人没有想到，这个开业
仅两年的影院日票房成绩已攀升至
同城前 10名：“人心互换、温暖互给，
这是一个有爱之城。”

影院将发放优惠券

8 月 3日，省内院线收到暂停营
业的通知，原计划在 8月上映的《拯
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长津湖》《皮
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测谎人》
《五个扑水的少年》等影片未能如期
上映。如今，这些影片将按照计划陆
续上映。

9月，影院还安排了《1950 他们
正年轻》《明日之战》《妈妈的神奇小
子》《陪你很久很久》《峰爆》等影片。
郑州几家奥斯卡影城的负责人表示，
影城会通过增加公益放映场次、发放
观影优惠券等方式，回馈广大影迷。

如何自救需思考

去年疫情暴发后，各地电影院陆
续停业，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后才重新开业。今年，河南遭受特大
暴雨袭击，紧接着由于疫情防控需
要，河南的影院又进入暂时停业的状
态。

这种情况，无疑对我省电影市场
影响深远，如何自救也成了最重要的
问题。除了在黄金时段播放新影片、
热门影片外，如何在影院环境、服务
类别、个性化点映等方面吸引更多影
迷走进电影院，都是今后影院要认真
思考的问题。③8

“开门就是好消息”

9月1日，河南电影市场有序恢复，电影院开放营业。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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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又到开学季。经过一个不平凡的暑
假，不少学校再次在网上开启了新学期。

“把灾难当教材，与祖国共成长”成
为这个学期全省学子“开学第一课”的生
动主题。这堂课，让孩子们在抗洪防疫
中得到思考与感动，学会勇敢与担当，收
获进步与成长。

感恩 追最亮最闪的星

8月 30日上午，83集团军某旅杨根
思部队，迎来了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的
师生代表。在这里，孩子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思政课。

双方结缘于一个多月前。郑州“7·
20”特大暴雨时，帝湖花园社区受灾严
重，淤泥堆积。杨根思部队的官兵们在
此清淤期间，在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休
整。临行前，他们留下“你们负责好好学
习，我们负责保家卫国”的“最美黑板
报”，并写信鼓励孩子们。

这次到访部队，师生们回赠了官兵
们临走时留下的“最美黑板报”画框，并
送去了回信：“您向我们生动诠释了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人
民至上的伟大精神，您就是我们心中的
英雄，是我们青少年应追的最亮最闪的
星……”校长王磊表示，人民子弟兵支援
郑州抗洪救灾的故事，是“开学第一课”
的最好素材。把课堂搬到部队，是为了
让孩子们深入了解英雄的光荣事迹，感
受榜样的力量。

成长 做向上向善的少年

“在灾难面前，我看到同学们捐出压
岁钱或救灾物资，还有同学成为小志愿

者，和大人一起搬运物资，成为闪亮的风
景……我要为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9月 1日，河南省实验小学线上“开
学第一课”上，校长王献甫一番动情的讲
话，让屏幕前的学子们备受鼓舞。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向上向善的
少年。

而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线上的
“开学第一课”，现场播放的《附小最美身
影》重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内，附小师
生、家长以不同形式积极踊跃参与救灾
抗疫的感人瞬间。

新学期来临，再次回归“课堂”，孩子
们收获的将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责任
与担当、进步与成长。

奋进 奏青春激昂的乐章

“我和我的祖国……”9月 1日，郑州
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开学第一课”
上，响起了熟悉的旋律。

7月 20日，因暴雨滞留车站的永平
路小学的学子们，在带队老师翟灿灿的
指挥下，拿起管乐，现场演绎了《我和我
的祖国》。“开学第一课”上，永平路小学
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让这些孩子
重新演绎《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屏幕把
共克时艰的精神传递给其他同学……

管乐团学生罗绫萱说：“当看到自己
演奏的乐曲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力量时，
我告诉自己，以后面对困难要无所畏惧，
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少年。”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无论是
把课堂搬进生活，还是用音乐传递力量，

“开学第一课”都开启了一扇窗，让孩子
们从中读懂人生、看见力量。③7

李露在比赛现场。 记者供图

9月 1日，宝
丰县贾复中学老
师在开学第一课
上讲授“七步洗
手法”。⑨3 何
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