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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徐立平时代楷模徐立平（（中中））

10月 22日至26日，中
国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北

京隆重召开。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是中国工会和亿万职工群众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8月28日，在陕西省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从57名候选代表中选举产生了王力等49
名(含全总在陕参选2名)正式代表。在陕西
参选的全总提名代表候选人，中华全国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李玉赋当选中国工会
十七大代表。

一 陕西工会：带领职工助力追赶超越

我省出席中国工会十七大
的 代 表 赴 京 前 夕 ，10 月 15
日-16日，陕西工会专门举办了
出席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培训
班。在代表们看来，能出席中
国工会十七大，对自己本身就
是一种历练，他们纷纷表示，愿
意通过参加大会使自己更快地
成长，更好地服务职工。

富平县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李玉赋的基层联系点。来
自富平县的刘科学是陕西秦正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他感慨地告
诉记者，今年自己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并先
后当选陕西工会十四大及中国工会十七大代
表，这对自己是荣誉更是鞭策。他希望在大
会上多学习、多交流、多提高，带领公司广大
职工争当“东秦工匠”、时代楷模，带头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黄云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
纺织工人，每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她都很珍惜
也很自豪，希望将自己参会的感受带给更多
的一线青年工人，鼓励他们在一线创新、成
才、立功。“我将以中国工会十七大为新的起
点，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奋斗，真正成为
一名拿得出手的纺织‘工匠’，做一名知识型、
技能型‘金牌蓝领’！”黄云娜如是说。

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航空工业西飞国
航厂铆工、“薛莹班”班长薛莹，也是中国国防
邮电工会、陕西省国防工会的兼职副主席。

在她看来，代表既是荣誉更是重托。薛莹表
示，自己一定会认真参与大会各项议程，审议
好工作报告，行使好选举权利，积极建言献
策；要身在北京、心系陕西，大力宣传推介陕
西的改革发展成就、工会工作成果和重要科
技创新成果，让更多的职工了解陕西、关注陕
西。同时要如实反映基层情况，加强与兄弟
省市代表的沟通交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
法，促进我省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新篇章。今后
五年，是陕西全面追赶超越、奋力崛起、加快
建设现代化强省的重要时期，也是陕西工会
持续深化改革、实现突破的关键时期。省委
寄予厚望，职工充满期待。面对新的形势和
要求，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陕西工会将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牢牢把握工人运动时代主题，锐意创新，
埋头苦干，实干争先，奋力谱写陕西工运事业
新篇章！ 文/本报记者 兰增干

图/本报记者 刘 强

“我爸说，‘我闺女修了这么多年高
速铁路，当爸爸的该去看看干的都是些
啥，把全世界都震动了！’”10 月 18
日，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中铁二十局
集团蒙华铁路 7标项目部的杜苗和来自
全省建设系统的 40多名职工代表，来
到延安参加陕西省总工会“三忆改革发
展史 不忘初心感党恩”主题教育活
动。小杜从今年国庆节父亲的延安之行
谈起，她分享的主题围绕产业工人身上
宝贵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展开，赢得
了在场职工的共鸣。

自今年7月份以来，约100万名一线
职工先后参与到“三忆”活动中来，实现了

“三忆”主题教育活动在陕西工会系统的
全覆盖。各级工会组织精心筹备、用心组
织、合力打造，通过微信工作群，积极分享
汇报活动开展情况，互相学习、借鉴、点
赞各单位推送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或抖音
视频，将活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通过开展“三忆”主题教育活动，不
断引导广大职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忠诚
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号召广大职工听
党话、跟党走。同时引导广大职工深刻
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激励广大职工进一步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
陕西“追赶超越”新的篇章，为中国工会
十七大的胜利召开营造团结奋进的浓厚
社会氛围。

10 月 13 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工
会、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联合组
织 2018年新入职教工前往渭南航天测
控装备博物馆和渭华起义纪念馆，开展

“爱国·奋斗”主题教育活动，争做“西迁精
神”新传人。180名新教工参加此次活
动。今后，校工会还将围绕青年教职工爱
国主义教育主题，组织开展“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活动，引
导青年教职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
入到国家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在陕西省，类似“西迁精神”“梦桃精
神”“测绘精神”“巴山精神”“国防精神”
等已经和“延安精神”一样，根植于广大
职工的心中，成为职工群众追赶超越的
内生动力。

回顾近年来陕西工会的工作，很多
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例如延安市总
工会创办延安工会干部学校，恢复延安
时期工人运动学校旧址等工作，受到了
全国总工会的表扬和肯定。

50年代的劳模刘西有，生前以坚定
的理想信念、扎实过硬的作风、亲民为民
的情怀、永葆劳动者的本色、无私无畏的
奉献精神带领人民群众开创出一番事业，
他的先进事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如今，商洛市丹凤县总工会把刘
西有的家乡打造成劳模教育实践基地，
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到
这里接受教育和劳模精神的洗礼。

几年来，陕西工会抓住群团改革、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机遇，将新
建改造的工人文化宫项目打包为陕西省
重点文化项目。到“十三五”末，陕西省
将实现工人文化宫对各市（区）的全覆
盖。去年 9月 15日，第八届陕西省艺术
节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榆林市工人文化宫
成功举办，掀开了陕西地方工人文化宫
建设崭新的一页。

目前，陕西地方工人文化宫建设已
遍地开花。在全省 12个市（区）工人文

化宫建设项目中，铜川、渭南、商洛、韩城
主体已建成，咸阳、汉中、安康、杨凌在
建。36个县级工人文化宫新建和改造升
级项目已完成 29个，其余正在装修或施
工。陕西工会要求，把工人文化宫建设成
为展示工会良好形象的窗口、满足职工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阵地。同时让工人文
化宫回归公益，坚持服务职工的方向。

今年“三八”节前夕，一项专门针对
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特别规定由省政府发
布，自 2018年 3月 1日起施行。这意味
着，陕西省女职工将在劳动就业方面享
受诸多权益。

近年来，陕西工会加强宏观参与和
源头维权，参与了诸如《陕西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办法》《省政府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
施意见》等数百项涉及职工利益的地方
法规、政策、规章的制定。工会源头参与
的声音更响亮。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出租车司机惠
永强由于早上接车时忘记给水杯接水，
放在以前，就得买瓶装水或者趁中午吃
饭时向店家要杯热水喝。可现在只要他

开车经过“工会爱心驿站”，就随时能打
上一壶热水。

作为陕西工会推行“爱心驿站”的试
点市，西安市已建设了 105个“工会爱心
驿站”，服务户外劳动者 3万余人次，并
将驿站位置上传互联网，为户外劳动者
提供各种方便；在咸阳市，截至 5月底已
在市区及兴平、三原等地建成驿站 40
个，率先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在铜川
市，建设的 20个驿站标识统一、功能完
善；在延安市，已建成驿站 49个，并把服
务对象扩展到长途客运司机、电力巡管
员、邮递员等群体。

从职工的根本需求入手，给户外劳
动者一个“歇脚点”，是陕西工会建设“工
会爱心驿站”的初衷。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陕西各级工会已建成“工会爱心驿站”
260余个，在建 154个，拟建 163个，基本
实现了全省覆盖。

陕西建工集团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项目部，农民工日常在岗工作人数达
6000-7000人，其中有部分农民工是夫
妻同时在岗，工地生活极为不便。能否
为他们设立夫妻房？当一位农民工将
这一愿望通过微信反映给项目工会主席
后，项目部立即建设了 100间夫妻房，让
100对农民工夫妇“喜迁新居”。这一问
题的解决，得益于陕西工会开展的“1＋
X＋100”微信联系服务农民工活动。

“1+X+100”微信联系服务农民工活
动是指各企业、项目的工会主席要利用
手机微信平台，建立与农民工直接联系
的微信群，即每“1”名工会主席通过“X”
(工会副主席、若干工会干部）将100名农
民工纳入自己的微信群，通过微信直接
倾听农民工的呼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
题，维护他们的权益。目前，各直管单
位项目工地普遍建立了“1+X+100”微
信群，将工程、质量、安全等主要管理人
员和项目劳务工人纳入微信群，初步形
成了“小群连大群大群套小群、工会主
席直接服务农民工”的微信平台，覆盖
农民工工友达 51万人，这一数字还在不
断增加中。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各级工会还把
助力脱贫攻坚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1号工程”，累计投入经费1.4亿元，1452
名工会干部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以产
业发展、企业扶持、劳模引领、就业助学
等“组合拳”助力脱贫攻坚，展现了新时
代工会组织和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召开期间，陕西很多职
工群众通过电视、网络和报纸了解会议的盛
况。职工群众还有哪些希冀和期待？连日来，
本报记者相继进行了采访，也从中感受到了真
挚的企盼……

时代楷模、大国工匠、陕西省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徐立平说，作为一名技术工人，自己深
刻感受到，多年来，工会组织在培养职工成长、
发展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是多么宝贵！在
自己心里，工会组织就像一团火，维护着职工
的权益、温暖着职工的心，更凝聚着职工的力
量。相信中国工会十七大的召开，必将成为工
会组织代表新时代工人阶级权益、凝聚工人阶
级力量的新起点。

大国工匠、陕西省“三秦工匠”、中国兵器
西北工业集团公司钳工张新停满怀激情地说，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非常希望国家推动出台
更多更好有利于一线技能工人的政策，给技能
人才提供更多交流平台、培训平台、成果转化
平台，更好激励一线技能人才在岗位上精于

工、匠于心、品于行，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张新停坦言，作为一名“大国工
匠”，自己将不忘初心，带好团队，带出更多优
秀的徒弟，为兵器工业发展集聚更多的力量。

何菲是咸阳纺织集团一分厂赵梦桃小组
第 13任生产组长。她由一名普通的纺纱工人
成长为企业技术标兵、技术状元和咸阳市劳动
模范、青年突击手、“三八红旗手”以及陕西省
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曾当选陕西工会
十四大代表，提起对中国工会十七大的期待，
何菲动情地说，作为“梦桃精神”的传承者，她
将继续带领赵梦桃小组全体组员不断弘扬赵
梦桃“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
送方便、不让一个姐妹掉队”的“梦桃精神”，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工会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向
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陕建五建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喜鸿说，近年
来，他们公司通过创新基层工会组建模式，成
立了项目工会，有效解决了农民工入会问题，
通过“1+X+100”微信服务农民工活动，随时关

心农民工，助力企业实现了大发展。她希望通
过陕西代表的谏言，今后能进一步加大对基层
工会的倾斜力度，让广大职工在追赶超越中发
挥更大作用。

陕西锌业集团工会副主席曹卫军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不少职工是农民工身份。希望从
上而下加快建设高素质劳动者大军，贯彻落实
省委《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
案》，深入推进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广泛开展职
工技能培训、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网上练兵等
活动，为追赶超越提供人才支撑。

2006年初中毕业的王发林是商洛市山阳
县天竺山镇石窑子村的一名农民工。2012年3
月从外地打工返乡后，在当地工会的帮助下，
如今也成长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并被当地工
会确定为养蜂示范户。他所在的“蜜耕源土蜂
养殖合作社”也成立了工会组织，24名农民工
入会。他希望代表们能呼吁在职业培训和技
能提升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让新时代的农民工
有更多的出彩机会。

陕西工运事业陕西工运事业
砥砺奋进起航新时代砥砺奋进起航新时代

二 职工群众：期待有更多出彩机会

三 与会代表：谱写陕西工运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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