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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的荒漠苦战，6570个日夜的沙地煎熬，曾经的“火沙

坨子”终于变成一片葱郁的绿洲。这沧海桑田的变迁，缘于一

群治沙英雄的不懈坚守。

与沙奋战

“风沙咆哮，天地不分，世界一片混沌。门窗被封死，矮墙

被掩埋。风沙里，我找不到父亲和他种下的树苗……我的心

缩成一团，憋闷得透不过气来。我束手无策，只能站在狂风里

祈祷风停……”

——万晓白日记

这是万晓白关于风沙的第一篇日记。2000年，她的父亲

万平辞去公职，成为科尔沁东部沙地第一位治沙志愿者——

他决定终身治沙。

这一天，万晓白的内心受到了人生中最大一次震动。两

米多高的沙柱呼啸而来，昏天暗地，她佝偻着身子，呆立在沙

地上，任凭沙土埋过双脚，又埋过小腿。

她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人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与自然

的关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人的一生

怎样度过才有意义？在一遍遍追问下，她深深地理解了父亲

的选择。

父亲的身影在风沙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太阳透

过云层，把一个巨大的光环罩在他的身上。万晓白压抑在心

底的热流，化作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个干瘦、平凡的父

亲，在风沙里，闪耀着英雄的光辉！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首，是北方沙尘暴的始作

俑者。吉林省通榆县同发乡新合屯正处于科尔沁沙地的东

部，这里沙丘面积大且流动快，被称为“火沙坨子”。

30年前，这里曾是绿浪翻滚的草原，在这儿下乡的万平，

靠乡亲们的玉米糊糊度过了饥饿的日子；30年后，万平再回

故土，草原已变荒漠，良田被风沙侵蚀，乡亲们不得不在贫瘠

的土地上靠广种薄收维持生活。

万平痛心疾首。他决心用余生找回消失的绿色。

带着半生积攒下来的30万元钱，47岁的万平放弃优越的

工作，只身一人扎进了荒漠。

荒漠种树之难，远远超出万平的想象。松软的沙地，车辆

寸步难行。他只能靠肩扛背驮运送材料和树苗。

2001年，万平带领乡亲们栽下的25000棵树苗，因为干

旱、大风以及沙丘流动，没挺过3个月，就全部死光了。

他耗费半年心血修的路，被黄沙吞了；耗资10万元建的

4000米围栏，也被埋了。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艰苦努力付诸风沙，万平欲哭无泪。

他吃不下、睡不着，足足瘦了15公斤，沙子和指甲长在一起，

深深陷入指尖里……

万平强撑着身子，再次走向荒漠深处，他要想办法让树苗

在风沙和酷热袭来之前存活下来。

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摸索，万平终于把树种活了！但

此时，他已欠下70万元外债！电被停了，工人全走了。

万平开始整夜整夜失眠，他甚至想到了去医院卖血。听

说沙地可以栽葡萄卖钱，他冒着危险在“非典”期间，从外地扛

回上百棵葡萄苗。

资金短缺、没有人手、树苗难活……一连串的难题，如同

一驾沉重的板车，把勒在万平脖子上的绳索越拉越紧……

万平，如一位“濒死”的英雄，虽屹立不倒，却已千疮百孔！

与草共生

“万平黑了，更瘦了，短短几年，他老了不下20岁。我知

道，他心里苦！万平是我爸，我是万晓白！我必须和我爸站在

一起……”

——万晓白日记

2005年，万晓白放弃安稳的工作，来到新合屯，成为这里

的第二位治沙志愿者。

此时，万晓白的父亲已积劳成疾，腰常常疼得直不起来。

一次大风暴后，他跪在沙地上，爬着将围栏从沙土中扒出，黢

黑的手背被剐出一道道血口子。

万晓白心如刀绞，她疯了一样冲进荒漠，扶起父亲。她再

也无法忍受年过半百的父亲在风沙里一次一次跪倒、一寸一

寸爬行……

万晓白决定从父亲手中接过沉重的使命。作为女儿，她

不允许父亲用透支生命的方式来抵抗风沙。她要用新的思路

和方法，完成父亲的心愿。

生态恢复、荒漠治理是世界级难题，而中国又是世界上荒

漠化土地面积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靠一个人、一个家

庭的力量，怎么能行！

2006年，万晓白注册了吉林省第一个民间环保公益组

织——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以此吸纳更多志愿者和治沙

资金。

起初，人们并不理解万晓白的行为。她满怀激情写的倡

议书没人理会，甚至许多人认为她沽名钓誉或者精神出了毛

病。

万晓白只能先走进校园，依托高校原有的环保社团发动

志愿者。很快，环保志愿者协会有了第一批大学生志愿者。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万晓白白天植树种草，晚上撰写项目策

划书，一有空就跑到北京、上海，寻找企业和基金会募集资金。

闭门羹、讥讽、驱赶……万晓白募集资金的路，无比艰

难。多少次，忍辱负重，她咬破了嘴唇；多少次，委曲求全，她

只让泪水往心里流。

万晓白曾无数次告诉自己：“不能退缩！向死而生！”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突出位置。万

晓白预感到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来了。

万晓白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建设

美丽中国的呼声一天比一天响亮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支

持我们，一些志愿者带着资金主动找上门来……”

2015年，万晓白面向小额捐赠者发起众筹。不到一年时

间，就募集资金47万元，资金难题有效破解。

解决了人手和资金问题，万晓白开始重新确定治沙方案。

科尔沁沙地的前身是草原，所以万晓白改种树为种草。

她决定先干出一个示范区，再如法复制第二个、第三个……让

草原一小块一小块向荒漠深处挺进。

18年的苦战与煎熬，昔日的“火沙坨子”终于变成了300万

平方米的葱郁草原，植被覆盖率达95％，野生动物有310多种。

万晓白把恢复后的草原交给当地农民养鸡、放牛，发展可

持续农业；又开了网店，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村民分享到绿色带来的效益，开始自发投身沙地还草。

2017年，村民李亚楠把自家50万平方米沙地圈起来，建设了

第一块村民示范区。

曾经嘲笑过万平“老万老万，只赔不赚”“治沙等于自杀”

的农民们，已经成为治沙的“铁杆卫士”，万晓白父女则成为他

们心中的治沙英难。

同心共舞

“草原上的花开了，很小，却很美！我们的环保工作，越来

越受关注和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刻进

人们的头脑里。未来，绿起来的一定不仅仅是科尔沁，而是整

个美丽中国……”

——万晓白日记

2013年以后，当地青年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每年至少

有300人次开进荒漠与万晓白并肩作战。他们以村屯为单

位，成立了环保公共事务服务组。

万晓白的志愿者队伍在当地中学开设环保课程，还在北

京、哈尔滨、长春等10多个城市的高校，不定期讲授荒漠化治

理知识。很快，来自全国25所大学的4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

成为治沙生力军。他们在荒漠上植树、种草，也通过各种渠道

传播环保理念。如今，这群大学生已成为重建青山绿水、守护

美丽中国的终身践行者。

示范区的成功和志愿者的环保故事像春风一样，吹遍全

国，吹向世界。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各国志愿者纷纷前来学

习。美国生物化学博士陈慰中慕名而来，半开玩笑地说：“你

们为全球环保做出了贡献，应该去申报诺贝尔奖！”在中韩荒

漠化问题国际论坛和荒漠化控制科学技术国际大会上，万晓

白团队的治沙精神和成果被视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的“中国精

神”“中国智慧”，赢得了国际专家的掌声。

作为环保志愿者的带头人，万晓白先后被授予“中国优秀

青年志愿者”“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称号，并获得“中

华环境奖”“母亲河奖”“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等殊荣。

2018年，万晓白获得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第22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治沙的成功和社会的认可，鼓舞了更多志愿

者，一个万平变成了成千上万个万平，一个人的一辈子，变成

了成千上万人的一辈子。

恢复生态、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像种子一样，在更广阔的

时空生根发芽，一支支浩浩荡荡的志愿者大军，正向茫茫荒漠

开进……

荒漠上荒漠上，，与草共生的英雄与草共生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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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明确指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是关键，重点是要做

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

作。”这一重要论述，为干部队伍

建设树起了时代标尺，充分体现

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干部工作规律

的深刻把握，为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各级党委

（党组）和组织部门必须深刻学习

领会，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更

加管用的务实举措抓好落实。

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忠诚

干净担当，诠释了高素质干部的

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范，忠诚是为

政之魂、干净是从政底线、担当是

执政本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

伍，首重政治标准、政治素质。政

治标准是第一位的标准，政治素

质是第一位的素质。我们选用的

干部必须是政治上过得硬、靠得

住的干部，政治不合格，能耐再大

也坚决不能用。一定要把好政治

关这道“首关”，将甄别干部政治

表现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各项程序

的前提性、前置性环节从严把

握。政治问题有的是灵魂深处的

问题，特别是政治上的“两面人”，

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要强

化对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

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的深入考

察，切实把“两面人”辨别出来、挡

在门外。

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干部，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体系至

关重要。建立健全素质培养体

系，突出政治素质，抓好源头培

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增强系

统性、持续性、针对性。建立健全

知事识人体系，坚持经常化、制度

化、全覆盖考核干部，强化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

健全完善考核机制和办法，真正把干部考准考实。建立健全

选拔任用体系，坚持以德为先，选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的人；

坚持任人唯贤，放眼五湖四海、广开进贤之路；坚持人事相宜，

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建立健全从严管理体系，

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着力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

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建立健全正向激励体系，崇尚

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切实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

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关

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要着眼培

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效的举

措，及早发现、及时培养、源源不断选拔使用适应新时代要求

的优秀年轻干部，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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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片：经过志愿者们的艰苦奋战，曾经的“火沙坨子”，如今已是一片葱葱草原。

从最初创建一家火

锅店，到如今拥有覆盖

全国的48家子公司，每

天为全国各地300多家

单位的40多万人提供

餐饮和生活后勤服务的餐饮集团，宁波吉林商会会长、康喜乐

嘉集团董事长徐静在商海中打拼出一片天地。

大气稳重、干练诚恳，徐静身上既有典型东北人的朴实、

豪爽、厚道，又兼备甬商的开放、思变与创新。记者与她见面

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而她仍然神采奕奕，充满干劲儿。

徐静的创业故事要从一碗面讲起。2003年，本在吉林做

服装买卖的她，为求生存，只身南下到宁波。一天中午，她在

宁波北仑新碶老街上吃了一碗5元钱的砂锅面，同样的面在

东北一般只需要2元，3块钱的差价让这位有心人看到了商

机。接下来，徐静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在宁波市北

仑区租下了两间便宜的房子，开起了自己的小火锅店。

徐静的火锅店总有着那么一大批来自东北的回头客，而

他们对家乡菜有着特别的眷念。一次闲聊中，一位顾客说自

己公司员工中有很多东北老乡，建议徐静帮助他们经营企业

餐厅。于是在2004年，康喜乐嘉团餐服务第一个运营点正式

开盘，谁也没想到原本只是抱着帮助老乡和拓宽业务考虑的

一个小插曲却成就了日后的康喜乐嘉的主营方向。

做团餐不同于传统的经营一个食堂，团餐涉及到方方面

面，原材料采购、加工烹饪、售餐以及清洁等等。而对徐静来

讲，复杂的操作过程带来的是更为精致的服务。细心的她更

是在承接了每一家团餐业务之后都对其用餐人群进行调研，

按照南北方差异和用餐人群配比来分配厨师，确定菜肴品种。

以钢铁公司为例，一般企业餐厅分两批次吃饭，第一批用

餐人群中生产现场的员工偏多，这部分员工对菜品的口味需求

相对偏重，康喜乐嘉就为他们送上相对浓酱重油的菜肴。第二

批用餐人群中机关的员工偏多，康喜乐嘉就根据第二批用餐员

工的需求为他们烹饪更贴近本地风味的相对清淡的菜肴等。

一系列贴心的服务让徐静经营的产业名气不断扩大。公司在

团体餐饮领域已经做到了市内首屈一指， (下转第三版)

赤子之心报桑梓
——访宁波吉林商会会长、康喜乐嘉集团董事长徐静

本报记者 赵梦卓

本报讯（记者王丹）7月15日是中国一汽

建厂65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诞

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一汽再传

捷报，今年上半年累计销售整车171.25万

辆，同比增长7.1%。这是中国一汽自去年9

月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愿景和

“扛红旗、抓自主、强合作、狠创新、快布局、勇

改革”的整体战略规划后，用优异的成绩展现

出的持续推进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成效。

上半年，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实现累计销

售9363辆，实现稳健增长。数据显示，在已

经交付的红旗H5车型中，彩色车身销量占比

达60%。可以说，红旗H5的推出不仅完善了

红旗品牌的产品矩阵，也进一步丰富了红旗

形象，更引领着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

一汽解放上半年实现销售19.08万辆，

同比增长20.9%。下半年，一汽解放将继续

拼抢市场，并将2018年中重卡销量目标上调

为28.6万辆，较年初净增2.2万辆。未来，伴

随智能网联技术的深度应用，一汽解放将开

创物流行业崭新的运营模式，为中国汽车工

业、物流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上半年，奔腾品牌实现4.73万辆的销

量，骏派品牌实现1.24万辆的销量，森雅品

牌实现2.10万辆的销量。除此以外，中国一

汽合资合作领域继续稳步增长。凭借迈腾、

高尔夫、奥迪A6L、奥迪Q3等产品的热销，一

汽-大众在上半年表现仍旧不俗；一汽丰田实

现了36.09万辆的销量，实现一定幅度增长；

一汽马自达凭借“价值营销”，在上半年实现

了6.30万辆的销量，同比增长3.0%。

中国一汽上半年销量逾171万辆
同比增长7.1%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近日，商务部中国

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吉林省商务厅、长春市商

务局、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签署了

《关于共建长春服务外包研究基地的框架协

议》，未来，服务外包研究基地将落户位于长

春高新区的长春中关村创新中心。据了解，

该基地为非实体性的科研项目合作平台，是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在全国设立的

首个基地。

近年来，长春市商务局以“加强长春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促进长春服务外包

产业加快发展、助推全方位对外开放和老工

业基地全面振兴”为切入点，主动寻求与商务

部智库的合作，助力长春高端服务业快速发

展壮大，推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提

质进位。长春服务外包研究基地的建立，将

充分发挥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作为商务部

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推广长春市作为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创新探索经验，实现理

论研究、政策咨询、产业规划和经验总结务实

结合。

长春服务外包研究基地将以制度政策研

究为核心，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打造集政策研究、成果转化、投资促进、经验总

结、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平台，推动国内外知名服务外包企业、

产业园区与长春市合作，促进发达地区服务外

包企业和业务向长春市转移，推动长春逐步进

入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等水平行列。

全国首个服务外包研究基地落户长春

新华社阿布扎比 7月 20日电（记

者苏小坡）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邀请，

到王储官邸作客。双方在轻松友好气

氛中就中阿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愉快地回忆起中阿两国友

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指出，中阿传

统友好基础扎实、历久弥坚。2015年

王储殿下访华期间，我们共同规划中

阿关系发展蓝图，开启了中阿关系新

篇章。我这次访问阿联酋，我们双方

达成新的广泛共识，我深感两国发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顺应潮流，大有可

为。双方要深化全方位合作，为两国

关系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推动中

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穆罕默德再次热烈欢迎习近平主

席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表示习近

平主席这次访问成果丰硕、意义重

大。阿联酋愿做中方在中东地区最重

要的伙伴，同中方一道落实此访达成

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

断发展。

习近平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