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 10:00

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大羊坊路 19 号本公司拍卖厅 ，对
一批报废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请有意竞买者持相关身份证明及汇款证明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 14:00 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预展时间 ：2022 年 1 月 23 日—1 月 25 日 （请提前预
约联系）

预展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 ：010-65526123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 15:00 在北京

市朝阳区十里河大羊坊路 19 号本公司拍卖厅 ， 对一批报废资产
进行公开拍卖 。

请有意竞买者持相关身份证明及汇款证明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 14:00 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预展时间 ：2022 年 1 月 23 日—1 月 25 日 （请提前预约联
系）

预展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 ：010-65526123

公 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

开展新闻记者证核发情况自查
工作并重申有关规定的紧急通
知 》（《2009》299号 ）以及 《新闻
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我单位
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
行严格审核， 现将我单位拟领
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 公示期2022年1月10日—1

月19日。 举报电话为63523314。
拟 领 取 新 闻 记 者 证 名

单 ： 郭丽华、 徐岩、 周怡君、
郭亚楠、 聂诗玥、 冯喦、 李言
锋、 李媛、 刘亚静、 秦瑞洢、
石楠 、 苏常平 、 田映楠 、 娄
敏、 许尤文

劳动午报社
2022年1月10日

小丫扛大旗

·广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读《过年———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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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忠 文/图

在北京冬奥公园马拉松大本
营门口， 我和北京市石景山区水
务工程管理所四级主任科员马芳
冰见面了。 只见她三十岁出头的
样子， 瘦弱的个头， 戴着一副眼
镜， 温文尔雅， 初次见面， 我很
难 把 她 和 一 个 近 亿 元 资 金 项
目———马拉松大本营建设联系在
一起。 我不由得想起了著名作家
黄宗英的那篇很有名的报告文学
《小丫扛大旗》 中的主人公———
铁姑娘张秀敏。

2020年4月， 生完二宝的马
芳冰刚回单位上班， 石景山区城
市管理委员会将永定河左岸京原
路以南环境整治工作安排给区水
务工程管理所负责。 按照规划，
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冬奥会配套的
全封闭马拉松线路。 所长杨春生
召集全所人员开会， 紧急传达了
这一重要任务。 杨所长环顾一圈
道：“谁来负责？ ”“杨所长，我来负
责！ ”马芳冰的话刚说完，会场顿
时骚动起来，“小毛丫头能扛起这
么重的担子吗？ ” 面对大家的质
疑， 性格倔强的马芳冰做出了出
乎大家意料的举动， 在大会上大
胆地立下军令状， 承诺会在区城
管委规定的时间内， 保质保量地
完成马拉松大本营的建设。

马芳冰1988年9月12日出生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一户农民家
庭， 201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环境
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2013
年通过公开招考， 进入石景山区
水务工程管理所工作。 当马芳冰
回家和家人说起她要担负起冬奥
公园马拉松大本营建设的事情，
立马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婆
婆埋怨她： “你刚生完二宝， 尚
在哺乳期， 身体需要好好休养，

这么重的工作担子， 你能承担起
吗 ？” 面对婆婆的埋怨和质疑 ，
马芳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当警察
的丈夫， 他对母亲说： “冬奥会
是大事， 芳冰是一名党员， 理应
挑起这个重担。 孩子的事我们多
分担一些……” 有了丈夫的支
持， 马芳冰可以心无旁骛地 “走
马上任” 了。

马芳冰负责的项目总面积约
为36.1公顷。 当时她面临的困难
很多 ， 一是项目范围内产业低
端， 与 “两区” 建设不相适应。
二是区域环境存在着脏乱差现
象。 共有1300平方米私搭乱建和
违章建筑； 4家不同的产权单位，
共有7240米围墙分布其中， 1570
米长驾空线无序穿过。 三是绿地
空间散碎， 整体绿化品质低。

倔强的马芳冰常常独自一人
来到施工工地， 映入眼帘的是荒
芜一片、 杂草丛生、 垃圾遍地，
多处破旧的房屋似乎随时就要倒
塌。 面对复杂困难的施工环境，
马芳冰拿着设计图纸， 用脚一步
一步测量。 按照图纸的样式探索
着，慢慢比对着：这里将是一处草
地， 那么附近的树木就不需要移
动，但是杂物垃圾要清走；这里将
是一个停车场， 那么这里的房屋
就要拆除。随着一点一点的深入，
整整36.1公顷施工工地全被她走
遍， 所有的情况全都了熟于胸，
为接下来的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把施工准备工作做得更
为细致， 马芳冰多次与设计单位
和施工单位开会沟通， 短短一个
月内开会多达15次， 几乎每两天
就要开一次会， 同时为了保证会
议召开后有效果， 真正讨论出结
果，她每次都要在会前准备1个小
时以上， 将会议的内容和问题提
前梳理，开短会、开小会，有时会
场就在现场，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前期准备工作做实做细。

初冬时节， 我跟随马芳冰到
马拉松大本营探访。 在马拉松大
本营， 马芳冰介绍道， 这里的地
面采用仿石材砖及沥青铺装，同
时融入雪花图案等冬奥元素。 还
有一条马拉松铭文路， 详细介绍
了马拉松运动的诞生、演变、发展
历程和价值， 让人们在运动的同
时汲取了马拉松文化知识。

整个 “跑马大本营” 身处京
石高铁线的高架桥下方， 不时有
火车隆隆驶过， 更为跑步增添了
动感。 同时， 在广场西侧树立的
30根旗杆， 未来将成为各大跑团
组织集结地 ， 旗杆高悬跑团旗
帜， 仪式般地排列， 形成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当我和马芳冰来到马拉松起
点时， 她说： “我还年轻， 事业
上也才刚刚起步， 我就是在很平
凡的工作岗位一步一个脚印地迈
进着……” 朴实无华的话语里，
袒露出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百节年为首”， 过年是
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重要的节
日。 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承，
年俗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儿
女血脉， 成为民族群体的集体
信仰与精神图腾。 而作为一个
古老的农业大国， 中国的农耕
文明史即是国家发展史， 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的恢弘画卷里，
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和关键
节点， 均围绕农村、 农业、 农
民问题来勾勒和展开。 当过年
和农村相遇， 碰撞出的闪耀火
光， 是农村年俗的变迁历程，
是农村改革的巨变时代， 更是
奋进中国的荣耀之路。

《过年———中国农村的40
个春节》 一书的作者李锦曾是
新华社记者 ， 几十年的时间
里， 他手持相机和钢笔， 穿行
于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研， 以
“过年” 的微观视角观察中国
农民的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
日常起居等， 记录着刻在我们
记忆深处农村春节的过往和温
暖瞬间， 呈现了中国农村在经
济体制、 乡村面貌、 生活水平
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巨大
变化， 揭示了党领导人民不断
创造人间奇迹的永恒真理。

改革的路上充满艰辛与曲
折， 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迟疑与
停滞 ， 前进的步伐越走越铿
锵 ， 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
迹。 在1978年春节期间， 农民
吃不上水饺、 没有新衣服穿、
人畜共居， 生活十分贫困。 穷
则思变， 正如作者所说， “贫
穷与饥饿， 对中国农村改革做
了最广泛的动员”， 一场涌动
的春天进入千家万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
性， 几户农家凑钱买上了拖拉
机、 原本靠城里亲戚扶持的农
民向城里寄土特产 、 “电话
村” 接连出现、 村民不断出现
“万元户” ……农村改革对农
民生活和发展的影响， 密码都
藏在春节期间农村出现的新气
象里。 农村改革进入第三个十

年， 免除农业税后的农民担子
更轻。 “新三大件” 从城里走
入农村， 小轿车不再是 “稀罕
物 ”， 短信拜年成为新时尚 ，
村民自己用电脑制作年历……
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富裕， 充满
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出现。 十八
大以后， 农村的发展进入全面
深化阶段， 小康社会成为农村
改革的目标。 微信、 支付宝、
二维码与共享单车扩展到农
村、 无人机进入农民家庭， 而
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与经营权
的分开， 使得农村改革展开新
的一页。

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
的关键 。 全书 200多个故事 、
200多个镜头中 ， 以最真实直
观的方式讲述着春节影像背后
的 “春天的故事”， 记录着党
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
印迹。 一张记录1980年春节生
产队新队长发表 “就职演说 ”
的照片， 记录的是党的十一届
三种全会召开后， 农民不仅在
经济方面有了极大的自主权 ，
在政治生活上也是如此。 一张
反映1996年春节干部为农民送
“星” 的照片， 背后是党中央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激励
农民加强道德建设的真实写
照。 一个普通村庄的标语反映
了当时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 ，
从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到
“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 让人感受到共产党是为
老百姓着想的。 带领九间棚村
脱贫后， 91岁的老党员刘德香
过年时摆上两张领袖画像， 衣
服上别着党徽， 还常为村里的
建设操心， 因为 “一辈子都是
党的人”。

一本 《过年———中国农村
的40个春节》 见证了我们每一
个家庭的变化， 也让全世界见
证了中国的发展。 年关将近，
即将有无数游子或坐飞机、 或
乘高铁、 或自驾返回农村与家
人团圆， 细心观察， 会发现如
今全世界的精彩渐渐走进中国
农村， 而中国的新年俗正在风
靡全世界。

2022年春节将至， 北京冬奥
会、 冬残奥会开赛在即， 做好重
大活动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十
分重要。 结合节前流通环节发现
的食品安全、 疫情防控主要风险
点和问题， 为确保广大市民节日
消费安全， 按照春节期间食品流
通环节安全监管工作要求， 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六里桥市场所加强
检查力度， 对六里桥长途客运枢
纽及周边地区食品安全工作展开

专项检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六里桥市

场监管所对长途客运站内的快餐
店、 便利店及周边食杂店进行节
前 检 查 ： 一 是 检 查 销 售 的 商
品 是 否明码标价 ； 二是检查经
营环境和食品加工间是否干净整
洁； 三是检查食品进货渠道是否
合 法 正 规 ， 索 证 索 票 是 否 齐
全 ， 进货台账记录是否完整 ；
四是检查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

证， 疫苗接种、 核酸检测是否按
要求落实， 口罩佩戴是否规范；
五是检查食品贮存情况， 低温贮
存的食品， 贮存温度是否达到要
求等。

通过此次检查， 进一步规范
了六里桥长途客运枢纽站内及周
边商户经营秩序， 确保食品安全
卫生， 为站内旅客营造了一个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王一峰）

对长途客运站及周边地区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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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影像里的
农村改革“史记”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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