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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一大早，启动电脑，打开网课，纤
细的双手跟随指令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
为了备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志愿服务，趁着
周末休息，邢源鑫又加紧了速记练习。

今年24岁的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2020级书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中等
的个头，清爽的短发，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
的笑容，令人倍感亲切。

通过学校与奥组委的严格选拔，2021年
11月，她正式成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场
馆管理领域通信中心的志愿者。

国家速滑馆又称“冰丝带”，是北京赛区
标志性场馆和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拥有
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冬奥会赛时将承担
大道速滑比赛任务。

“我的任务主要包括记录场馆电台内的讯
息、协助与奥组委主运行中心联络，收集各
业务领域工作日报等等。”别看现在邢源鑫对
繁杂的工作了如指掌，但初到通信中心的日
子，她确有些许迷茫。

早在2021年4月，在“相约北京”冬季
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志愿服务中，邢源鑫便首

次“触电”通信中心。她意外发现，岗位特
殊性决定这里的志愿者无法服务观赛观众，
甚至不会接触现场。

尽管心中不免遗憾，但她很快打起精
神，投入适应全新的工作。

由于电台通话组内人数极多，她首先要
迅速记住各业务领域的英文简称，才能及时
向所对接人员传递讯息。

“BIL是形象景观、VNI是场馆和基础设
施、SIG 是引导标识……”为尽快上手工
作，她将所有业务领域的英文简称抄在本
上，随身携带。一有空闲，就会掏出默背，
即使与同伴一起用餐时，她仍不忘提问请

教。没两天，几十个英文简称，她已做到烂
熟于心。

虽然整日坐在桌前，工作略显枯燥，但
邢源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每日到岗
后，她会主动检查电台频道是否准确，仔细
查看《每日场馆运行计划》，标注出自己当日
负责的重点任务，各种操作都格外麻利。

“VCC （通信中心） 呼叫医疗业务领
域，收到请回复，完毕。”一次，有位志愿者
不慎被热水烫伤，了解到事情发生经过的邢
源鑫，第一时间通过电台联系到医疗志愿
者，并全程跟进，协助受伤人员得到了有效
及时的治疗。

组织纪律性强、业务能力出众，这是国
家速滑馆志愿者经理、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副
书记李习文对她的评价。“目前，邢源鑫已熟
练掌握全部业务技能，曾连续6日、每日数
十次的链接呼叫均达到零失误标准，为场馆
平稳运行做出了贡献。”李习文说。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邢源鑫至今清楚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
歌《北京欢迎你》的歌词。当时，还在念小
学的她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为运动健儿摇旗
呐喊。

不知不觉间，“奥运”种子已在这位孩童
心中悄然播撒。12年后，当得知学校开始冬

奥志愿者团体招募，她踊跃地报了名。“能够
亲身参与此次盛会，是作为志愿者最高的幸
福，我不想错过。”她说。

如今，距离冬奥会开幕越来越近，为提
前适应正赛工作节奏，邢源鑫也自发开始了

“课后加练”：提高打字速度、学习简单的速
记、训练英语口语。她明白，作为“冰丝
带”的“传声筒”，前期准备愈发充分，在正
式比赛时愈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希望能在‘冰丝带’为各国健儿加
油！让各国参赛人员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
热情好客和文明礼貌，感受到春天般的温
暖，更希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运盛会！”她默默期待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
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
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要实行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
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像保护大熊猫
一样保护耕地。

习近平指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是对工业
化、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扩大的补救措施，
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但必须带着保护耕地
的强烈意识去做这项工作，严格依法依规进行。

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监
管，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出现的补充数量不
到位、补充质量不到位问题，坚决防止占多补
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在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试点中要把好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
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对耕地占补平衡以及耕
地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调查研
究，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习近平强调，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
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
的基本方向。在土地流转实践中，必须要求各地
区原原本本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既
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
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大跃进，不
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特别要防止一些
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

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要注意完善土地
承包法律法规、落实支持粮食生产政策、健全监
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
建设，推动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真正激发农
民搞农业生产特别是粮
食生产的积极性。

——摘自《习近平就做
好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流转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依
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
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李克强作出批示》（2015年5
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

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一处都有
着不同的土地资源禀赋。从黑土地到黄土高
坡，从高山大川到鱼米之乡，中国人民世世
代代耕种于此。过去，因为一些原因，有些
耕地遭到了破坏。如今，在耕地保护意识日
渐觉醒之际，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民共同努
力，借助科技和知识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
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
丰收的沃土。

头一次去东北的外地人，会震惊于大地
泛着油光的黑。这是土地肥沃的标志。过
去，民间俗语这样形容：“抓把黑土冒油花，
插根筷子能发芽。”

黑龙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是一片
面积有1.4万多亩的水稻田，这里年产水稻近
9000吨，相当于7万人一年的口粮。2018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
总书记就深入三江平原腹地，为保护黑土地
开出良方：“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
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

黑土是在温带湿润或半湿润气候草甸植
被下形成的，过去，黑土地覆盖着一层厚实
的黑色腐殖质。但这些年来，东北黑土地普
遍流失，每年土层会降低3毫米左右，而且
颜色越来越黄、越来越硬、越来越“瘦”。

如何保护黑土地？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
已经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梨树模式。秋收
之后，玉米秸秆就地覆盖，时间久了为土地
盖上一层厚“被子”，不但保持水分，培养了
腐殖质，连蚯蚓都多了。再加上中国自主研
发的免耕播种机，尽量减少对黑土地的伤
害，一次性完成全过程，如今的梨树，黑土
地重焕生机。

黄土高坡上，同样开始收到生态保护的
回馈。

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
村，老一辈都有吃不饱的记忆。这里土地瘠
薄、十年九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高西
沟人为填饱肚子也走过弯路。本以为“多
刨一个‘坡坡’，多吃一个‘窝窝’”，却
越刨越穷。

痛则思变。上世纪50年代，高西沟开始
摸索“三三制”（田地、林地、草地各占1/3）。
高西沟的探索，解开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
理的一道难题。

如今，黄土坡上有松、柏、槐、榆、
杨、柠条，还有苹果树、枣树、杏树、核桃
树……高西沟村经过几十年综合治理，林草
覆盖率达到70%，成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
一个样板。

“人养山，山才养人。”想清楚了这个道
理，曾经的“红色沙漠”上，如今漫山遍野
是绿色的果树。

曾被称为“红色沙漠”的江西赣州，近
年来向水土流失宣战。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实施蓄水保土、植树增绿，
从“向山要树”变成“爱山护林”，“十三
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400多平方公里。

赣州市定南县白驹村村民胡寿荣感叹，

“以前斧头伸向山，山越秃人越穷。如今种了
上千亩脐橙，山绿了，日子也火了。”

山水蝶变，折射发展理念之变。党的十
八大以来，从坡耕地众多的长江上中游，到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有水存不住”的
西南石漠化片区，再到侵蚀沟严重的东北黑
土区，各地大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截
至目前全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3万平
方公里。

治理道道沟壑，染绿条条山梁。
水利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实现水土流

失面积由增到减、强度由高到低的历史性转
变，水土流失面积由上世纪80年代的367.03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020年的269.27万平方公
里，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2021年8月26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主要数据公布。“三调”结果显示，2019 年
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从全国层面看，实现
了国家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

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
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一个趋势：“过去是
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一些地方大把

的良田不种粮食，要么建养殖场，要么是种
花卉果木，那么粮食怎么办？”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目前耕地
减少的重要原因是 “非农化”“非粮化”。

2021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
农”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
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
良田。

事实上，此前在国土调查结果公布之
后，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
陆昊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

“三调”成果，虽然我们守住了18亿亩耕地
保护红线，完成了 2020 年 18.65 亿亩耕地保
有量任务，但形势依然严峻。

陆昊说，要充分暴露各种矛盾分歧，明
确矛盾处理规则。对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
田实行特殊保护，耕地主要用于粮棉油糖菜
等农产品生产，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
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在耕地转为林地、草
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方面，既要管住“非
农化”，也要管住“非粮化”。

土地荒漠化石漠化，同样是需要严肃对

待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
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
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
治理。

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少行动。比如
在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到2021年6月，山东省沙化和荒漠化涉及13
市79个县 （市、区），根据荒漠化和沙化监
测初步成果，山东省沙化土地较上一个监测
期减少了7.4万公顷，荒漠化土地减少了22.4
万公顷。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功遏制荒漠化
扩展态势，荒漠化、沙化、石漠化土地面积
以年均2424平方公里、1980平方公里、38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持续缩减，沙区和岩溶地区
生态状况整体好转，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易卜拉欣·蒂奥表示，中国是“土地修护方
面极其先进的国家之一”，“我到过中国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还有一些石漠化的地区，亲
眼见证了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绩”。他说，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多很好的
经验案例。另外，中国还有先进科学技术可
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交流。

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

生活在一方净土上，是这片土地上所有
人民的共同期盼。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
治。2016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 《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近年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净土保卫战取得积
极成效。

2018 年 ， 蓝 天 、 碧 水 、 净 土 保 卫 战
启动。

来自各地的实践，为我们打好净土保卫
战，提供了非常多思路。

比如在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对耕地利
用造成影响。近年来，华北地区通过节水、
农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压减地下水超采。

河北省曲周县地处华北平原，属于地下
水超采区。近年来，曲周县大力发展节水农
业，全县 10 个乡镇设立 11 个节水小麦示范
方，引进17个抗旱节水小麦品种。近些年，
该县推广节水小麦9.2万亩，压减地下水开采
400万立方米。

比如过去农药包装废弃物是重要污染
源，最近几年多个省份新招频出应对。

最近 3 年来，黑龙江省认真实施 《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在前两年开
展试点探索基础上，2021年工作再加力、措
施再加强。全省已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县级
储运站139个、村屯回收点8269个、农药门
店回收点 5179 个，已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5321吨、回收率达到84%。3年时间里，黑龙
江财政累计投入回收处理专项奖补资金3000
万元，带动市县级财政投入8700余万元，有
力推动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治理工作全面
开展。

2021年初，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工作方案》，明
确将在武汉市新洲区和仙桃市、潜江市等10
个县市区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
点，统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并集中无害化
处理。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
基础性工作。

2021年8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
示，在推进净土保卫战方面，作为一项基础
性工作，我们完成了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基本摸清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的
底数，按计划完成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和分类管控任务。“这个任务量是非常大的，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初步遏制住了
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土壤污
染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面对未来，黄润秋表示，下一步将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减污”工作就是降低
污染物排放，可以进一步拓展为九个字——

“提气、增水、固土、防风险”。
“固土，就是要巩固和拓展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果，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
心。”黄润秋说。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邢源鑫——

“希望能在‘冰丝带’为各国健儿加油！”
本报记者 刘乐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邢源鑫——

“希望能在‘冰丝带’为各国健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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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2021 年 4 月召
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全面系统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这是其中重
要一点。

“土生万物”，土壤是农业生产的物质

基础。自古以来，中国的田养活了世世代
代的中国人民，还将惠及未来。

“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这
是中国人保护耕地的历史眼光。

▲▲20222022 年年 11 月月 22 日日，，在湖南省常宁在湖南省常宁
市板桥镇长冲铺村市板桥镇长冲铺村，，菜农抢抓时机采收菜农抢抓时机采收
蔬菜蔬菜。。 周秀鱼春周秀鱼春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黑龙江垦区七星农场在黑龙江垦区七星农场，，一台一台
无人驾驶收割机在稻田内收割作业无人驾驶收割机在稻田内收割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孙晓宇孙晓宇摄摄

底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甘圩镇甘圩社区冬季田园。 潘华清摄（人民视觉）底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甘圩镇甘圩社区冬季田园底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甘圩镇甘圩社区冬季田园。。 潘华清潘华清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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