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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地球
日是一个专为世界环境保护而设立的
节日，旨在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参
与环保运动，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
地球日于 1970 年发起，如今有 192
个国家组织活动，每年有超过 10 亿
人参与其中，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民间环保节日，已真正成为全地球的
节日，提醒着人类保护地球、善待地
球。

一直以来，航空工业沈飞非常重
视环境保护，深入贯彻节能环保措施，
积极推进绿色航空工业晋升工作，厂
区环境繁花锦簇、绿草如茵。员工在
一个健康绿色的环境中工作，更能激
发拼搏的热情和动力，公司响应号召
组织开展“善待地球，保护环境，我
是行动者”节能环保主题活动。

多措并举  推进节能环保工作

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既是
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实现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也是适应
公司发展需要，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改善环境、提高员工福祉、增强竞争
力的必然选择。公司多措并举，通过
各种方式不断挖掘节能潜力，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
最终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污染排
放的最小化，努力实现碳达峰，广大
干部员工不断提高认识，为节能降耗
积极贡献力量。

公司加强节能指标考核管理，组
织梳理排查用电设备设施并建立了管
控要求，强化供用能两端的精准对

接，规范空调的使用
管理，加大节能检查
力度，切实推动公司
能源消耗的显著下降。
2020 年，公司节能降
耗成效显著，各类能
源消耗量同比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综合
能耗同比下降 8.12%，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
比下降 23.91%，节能
量达 20783 吨标准煤，
节约能源费用 5142.52
万元 ；公司增加值综
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 52.82%，超
额完成了集团公司“十三五”要求下
降 8% 的考核目标。

公司全面贯彻落实政府部门和航
空工业污染减排相关要求，遵循 “责
任、改革、严格、精细”管理要求，
以环境保护突出问题为切入点，聚焦
中心任务，促进公司又好又快产品实

现。2020 年，全面完成集团公司减
排指标，全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无环境违法行政处罚记录。在申领排
污许可证过程中，全面识别出产污环
节 5433 个， 污 染 物 排 放 口 259 个、
污染治理设施 158 套。按照生态环境
部门要求，公司顺利取得排污许可证。

积极推进绿色航空工业（行业级）

晋升工作。2020 年组织开展绿
色航空工业（行业级）达标准备
工作，对标梳理存在的问题清
单和措施计划，组织达标准备会
议，布置相关工作。同时，按照
环境管理体系建设要求，开展体
系专项培训，培养来自不同单位
的 13 名可以独立审核的内审员。
通过全覆盖式的内部审核与抽
查式的监督审核，发现公司环境
管理体系能够稳定、有效运行，
并顺利通过了年度监督性审核。

全员参与  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公司组织开展“善待地球，保护
环境，我是行动者”节能环保主题活
动，旨在充分展示全体员工主动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共建美丽中国的实践
行动，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全体员工牢
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

4 月 22 日中午，公司组织重点

耗能和污染源单位开展“绿色低碳，
减排减污，从一点一滴做起”现场承
诺签名活动，全员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为建设美丽中国汇聚强大力量，用实
际行动践行“节能环保、人人有责 ；
预防管控、规范管理 ；节能低碳、绿
色发展”的节能环保理念，树立环境
保护红线意识，强化“我是行动者”
的责任意识，推动公司合法、合规、
高效完成科研生产经营任务。

在《 今 日 沈 飞 》 开 设“4·22”
世界地球日节能环保专栏，普及节能
环保相关知识，传播节能环保标杆单
位典型经验，引导生产单位和全体员
工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参与
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利用公司广
播、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资源，
深入开展节能环保主题宣传和系列科
普活动，增强全体员工环保管理意识；
并在公司重点部位制作节能环保宣传
板，积极营造环保节能氛围。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沈飞公司夯实节能环保基础，打造绿
色航空工业标杆，通过强化科学管理
和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进步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不断提升环保工作质量，保
障沈飞又好又快产品实现，实现航空
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双赢。
公司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节能环保号
召，牢固树立节能减排增效意识，形
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文化氛围，
让“资源节约”走进每个部门、每个
岗位，为航空产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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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美丽三湾等你来探秘

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展出
本 报 讯  （ 记 者　姜坤英）||

近日，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展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整个展览
以作品、影像与图像三种形式
记录与展示了史诗图卷的创作
历程，加强观众身临其境的沉
浸式体验感。

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首次
全卷在北京展出。作品总长 135
米，高 3 米，其中人物篇 43 米，
山水篇 64 米，书法题跋 28 米。
艺术家立足表现大运河全域，
以笔墨为媒，连接古今，从时间、
空间、人文、自然等多个维度，
描绘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作品分为上、下两卷，由
名家撰写文字介绍和题记，诗、

书、画、印等多种艺术样式和
谐 交 融。 其 中 上 卷 为 人 物 篇，
以描绘与大运河有密切关系的
历史人物为主，通过“春秋争霸，
吴凿邗沟”“雄才大略，沟通江
浙”“汴河畅通，繁荣京华”“一
统天下，南北交融”四个篇章，
着重表现了中国大运河的开凿、
发展、西进、通航等历史进程。
下卷为山水篇，以描绘大运河
两岸的山川新貌为主。通过“北
国瑞雪”“中原秋色”“江淮绿
野”“吴越花雨”四个篇章，表
现中国大运河沿线一年四季不
同的景致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
风貌、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

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是中国
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
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
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
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
悠悠历史和文明。在 2500 多年
的漫长岁月中，贯通南北、联通
古今的大运河，留下了丰厚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2014 年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华夏文明的重要标识。本展览与

“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
一古一今，令观众在观展时更能
体会到大运河文化在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遇见朱鹮
|| 焦静波

我的家乡在秦岭脚下，小时候
潺潺的仰天河从秦岭北坡的峪口流
出，滋润肥田沃土，让这里成为闻
名一方的“金土地”。

在外游学多年，看过数不清的
山水还是觉得家乡好。可惜不知何
时，家乡山上的树少了，峪口的水
断了，村边的塘干了，曾经平地产麦、
沟里出米、飞鸟游鱼的景象全没了。
故乡全变了模样。

故乡变化的原因有种种说法。
有人说，因为山里建了矿泉水厂，
打深井把地下水系破坏了 ；有人说，
因为城市和周边工厂野蛮生产用水
量大增，山里的喝水都被引到城里
厂里去了 ；有人说，因为附近多地
发展林果业，山里大量的树木被砍
伐做藤架和水果转运筐，山体蓄水
能力下降……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可是结果却都一样。山水全变了，
已不再是梦中的家乡。

2018 年，看到国家整治秦岭生
态的新闻后，由衷地赞同早该管管
了，再不管还不定成啥模样。

近日再次回趟故乡，在回村的
车上，不经意的一瞥，看见沟里一
片明亮。那是久违的水塘吗？不敢
想象，干涸了十多年的水塘蓄满了
一池碧水。在村头油菜田里找到老
父亲，拉着家常，看着黄灿灿的油
菜花，仿佛又回到小时候。

同行的朋友突然惊喜地喊了一
声，看天上那是什么？细嘴、长脖、
白羽、红尾，这不就是今年央视春
节晚会上的舞蹈主角朱鹮嘛！朱鹮
曾经一度被列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
只在秦岭南麓有极少种群，数量不
过几十只。日本为了保护他们国内
仅剩的两只朱鹮，还曾专门跑到秦
岭来考察生态环境，回国为朱鹮量
身打造养殖繁育基地。不敢想在村
头居然能看到它。

回城车上，与朋友专门搜索了
下朱鹮的图片和视频，确认是朱鹮无
误。晚上，又专门打电话给在家乡工
作的初中同学。他说自己也看到过好
几次，这一两年环境好了不少，各种
鸟也都多了。上网一查，才发现朱鹮
的数量现在已经增加到几千只，活动
范围已经从秦岭南麓扩大到秦岭周边
的四川、湖北等地，连比较靠北的陕
北也都有了它的身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
生灵。朱鹮是秦岭山间的精灵。它
是很古老的鸟类品种，肯定比我的
祖辈父辈更早来到这秦岭脚下。这
里是我的家乡，也是它的家乡。朱
鹮是吉祥鸟。它们往往雌雄一对，
双宿双飞，幸福美满。有这样的精
灵护佑，这方水土怎能不富裕安康。

欢迎归来，我们的邻居朱鹮。

善待地球，保护环境，我是行动者
——航空工业沈飞“4·22”世界地球日节能环保主题活动纪实 

一个地方留下一段红色故事、一
种精神，探寻它，只为重温历史、永
远铭记。

|| 余建华

初冬暮夜。刚出井冈山站，我们
便上了前往江西省永新县三湾乡三湾
村的大巴。回望去，井冈山站前广场
还是建的蛮气派，华灯初上。这要感
谢这个好时代。

车窗上雾气模糊，看不见窗外。
只觉得道路蜿蜒曲折，人也随着汽车
惯性左右摆动。夜间行驶，车速明显
慢了许多。

有人不舒服，司机停车时，很多
人也跟着下车透透气。四周崇山峻岭，
一片漆黑，寒气逼人。当年毛泽东带
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部队，就是从这
里奔向三湾，然后上了井冈山……

晃荡中，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就
读到的“三湾改编”历史。说句实话，
一直想来实地看看。

史海钩沉，“三湾”同革命圣地井
冈山、遵义、延安，怎能简单地去作
对比？

历史厚重，奥妙也就在此，故慕
访此地已久。历史在脑海中过电影，
短短的五天至今难忘。书中是这样写
的——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
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
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
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我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标志着

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开始形成。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

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
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
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同时，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
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
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
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
很大贡献。

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
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
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
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
和实践。

有学者说，三湾改编的“根”，是
强军兴军的“魂”，确实是这个理。中
国人民解放军已走过了 90 多个春秋的
伟大征程，历史和现实都是佐证。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下
车了。我们一行 40 多人被分配至村里

各户，住的是民宿。几盏路灯微微照着，
映衬得天色更黑、气温更寒。村四周
一片漆黑笼罩，好像被崇山峻岭环绕。

简单地吃了一口晩餐，大家三三
两两回各自的住处。山村出奇地安静，
偶尔能听到几声远处的狗吠。

第二天，窗外微微透光，很多队
友早早走出房屋，寻找“三湾真面目”。

三湾村不大，分散着的村民养了
大概有十来只田园土犬，连女队友都
不惧怕，它们对我们非常友好。

房前屋后溜达觅食的鸡鸭随处可
见，村前就是绿油油的菜地，一派田
园风光。新农村建设在这里应该是样
板。

村里人不多，经打听，大多外出
打工谋生去了，留下的是一些老人和
妇女。

眼前看到的，经过脑海一想象，
极易联想起自己的老家，一股乡愁又
上心头。

三湾村位于湘赣边界、井冈山下，
是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所在地、“党

指挥枪”思想的发祥地。
村里的“三湾改编”广场、纪念碑、

纪念馆格外引人注目。这显然比一般
村庄更有内涵。

当年，毛泽东宣布“三湾改编”
时的那两棵枫树、一棵樟树巍峨矗立
在村子中央，樟树下毛主席铜像熠熠
生辉。那时候他才 34 岁。

三湾村被誉为“中国红色之旅第
一村”，现村委会同乡党委办公楼毗邻，
宣传栏介绍其先后获得全国、省、市、
县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中国幸福
村、省级生态文明村等称号。

这里的青山被植被覆盖得郁郁葱
葱，2019 年三湾村入选第二批国家森
林乡村名单。三湾正在以全面乡村振
兴战略为抓手，描绘着美丽乡村新画
卷。

一条溪流呈“S”形穿三湾而过，
各种人文景观打造正沿着小溪河床及
两岸徐徐展开。

时不时，能看到一些穿着红军服
装的学员在“寻根之路”上察看究竟。
他们也成了这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三湾村着重打的三湾牌、红色牌、
生态牌“三张牌”，吸引了很多机构把
这里作为现场教学的打卡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
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
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
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这就
是力量源泉。

“三湾改编”的历史地位及价值，

无以撼动，喷薄燎原之火，照亮现实，
启迪未来。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党和国
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
军之本、强军之魂。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
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
斗力的根本保证。

通过现场听报告、观摩历史文物、
队友交流研讨，愈发觉得人民军队特
有的五项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人民
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至胜法宝——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战无不
胜、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民军队有马
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有崇高理想信念，
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

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
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
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
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告诉我们，加强纪律性，革

命无不胜。人民军队素以纪律严明著
称于世，自创建之日起就把革命的坚
定性、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
结合起来，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
一行动；千军万马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不仅是物质
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没有顽强
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
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创新、与时
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
道。人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
人民军队的胜利来自改革创新。

伫立在三湾纪念碑前，面朝大山
大声呼喊，山那头传来回音，是那么
的荡气回肠！

三湾改编，铸就人民军队之魂。
三湾改编的历史价值，永放光芒。

史海浩荡，气壮山河，我辈当永
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