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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徽取象传统礼天玉璧。玉为
自然之精华，玉璧为致敬上天礼器，寓意全国人民以最好
的精神面貌庆祝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和第二个百年梦
想的到来。

会徽设计方案主要由中心部分、环形部分、主体色彩
三方面构成，虚实相间、动静结合。

中心部分为宝塔山、延河水和五孔窑洞，它们是中国
革命的灯塔，表达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任何挑战的坚强意志。

环形部分将玉璧纹饰幻化成田径、球类、游泳 3个运
动项目人形，体现全民全运的理念，展示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团结向上、奋力拼搏、逐梦圆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

会徽以黄、绿、蓝、紫、红为主色调，其中黄色象征黄土
高天，绿色象征生态文明，蓝色象征现代科技，紫色象征文
化魅力，红色象征革命圣地，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
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吉祥物

本报讯（记者 鲜康）8月2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会徽“礼天玉璧”和吉祥物“秦岭
四宝”在西安明城墙南门广场正式亮相。当日，十四运官方网站（www.2021shaanxi.

com）同时上线，网站设有“筹备动态”“竞赛项目”“全民全运”等9个栏目。第十四届
全运会将于2021年在陕西省举行。

第十四届全运会会徽和吉祥物发布

吉祥物设计方案是以陕西秦岭独有的4种国宝级动物朱鹮、大熊猫、
羚牛、金丝猴为创意原型，设计了一组幸福快乐、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积
极向上的运动吉祥物形象。

朱鹮“朱朱”，手举火炬，展翅飞跑；大熊猫“熊熊”，张开双臂，热情奔
放；羚牛“羚羚”，健壮憨萌，阔步向前；金丝猴“金金”，聪明智慧，灵动可
爱。身着“富裕黄”“圣地红”“梦想蓝”“生态绿”运动装的吉祥物组合，分

别寓意奔向新时代、
喜迎八方客、同享新
生活、共筑中国梦。

“秦岭四宝”正
以昂扬的斗志，不
忘 初 心 、 团 结 一
致，奔跑在建设体
育强国、实现全面
小康、构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道路上。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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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至26日，“记者再走
长征路”采访团来到铜川市耀州
区、印台区的两所红军小学，探访

“红色基因”是如何代代传承的。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军号就是铃声

“校旗上闪烁红军的五星，脚
下的路延续新的长征。我们是新
一代的红军小战士，先辈的热血
在身上奔腾……”7月 25日，在耀
州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三、四年
级的学生正高唱校歌。

记者采访发现，学校在四个

年级（每个年
级一个班）的

称呼上，彰显了“红色基因”，一年
级为“一连一班”……直至四年级

“四连一班”。上下课不打铃，而
是用军号，上课是集结号，下课是
解散号。

“学校位于革命老区照金镇
北梁村，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
米。现共有 141名学生、16名老
师，计划今年后半年恢复五年级，
明年恢复完全小学。”该校校长
封岗战介绍说。

据了解，该校创建于 1955
年，原址位于北梁村陈家坡会议

旧址。2000年，在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支持下，学校得以迁址
重建。2017年 1月，被全国红军
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命名为红军
小学。学校现在增建了好几栋
楼，解决了教师、学生的住宿、吃
饭问题和教师的办公问题。

陈炉红军小学：充满“红色”文化

操场上耸立着“红二方面军
在陈炉纪念碑”、蜿蜒着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主题长廊、墙上书写
着“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7月 26日，在印台区陈炉
红军小学，记者被浓浓的“红色”

文化所吸引。
该校校长牛宝军介绍说：“学

校全名是中国工农红军陕西铜
川陈炉红军小学。 1922 年建
成，当时叫同官第二高级小
学。1937 年，贺龙元帅率领红
二方面军来到陈炉，曾把指挥部
设在这里。学校现有 6 个教学
班、67名学生。”

中共印台区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陈有仓介绍了这段历史，1937
年 2月 6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二
方面军直属机关，由泾阳县云阳
镇移驻同官县陈炉镇。当时，县
立第二高级小学正放寒假，在陈

炉镇联保主任高少峰协助下，把
指挥部设在该校。

“虽然红二方面军只在陈炉
停留了几个月，但留下了革命的
星星之火。”牛宝军说，“寒假结
束后，贺龙问学校为什么没开
学，当时的负责人解释说，怕开
学后孩子打扰司令部办公。贺龙
知道情况后，决定把指挥部搬
离，让学生第二天到校上课。当
红二方面军离开陈炉镇时，贺龙
给学校留下 200块大洋，叮嘱高
少峰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同时赠
给他三本书。”

牛宝军说：“2019 年 5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西铜川陈炉
红军小学授旗授牌仪式举行，陈
炉红军小学成为铜川第3所红军
小学。” 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行胜于言，榜样

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几年，郭明义

身份虽然多了，也比
以前忙了，却还是那

个“老郭”，依旧在简单朴素中发光发热，始终认为他
的作用“就是带着这些愿意做志愿服务的人把好事做
好”。在郭明义爱心工作室里，有几百个牛皮纸盒子，
每个盒子里叠放着全国各地爱心分队的队旗。1300
多面队旗，代表的是1300多支队伍、230多万名志愿
者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映照的是“跟着郭明义学雷
锋”的无私奉献精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
中所指出的，“我国工人阶级应该为全社会学雷锋、树
新风作出榜样，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成
风。希望你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
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
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
分热发一分光。”奉献是时代的美好气质，引领着人们
聚细流为江河、积小善为大善。雷锋精神，人人可学；
奉献爱心，处处可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
滴小事做起，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搭把手、出份力，我
们的社会也将变得更加美好。 （李洪兴）

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

本报讯（崔春华）记者近日
从西安海关获悉：上半年，我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212亿元，同比增长 10.9%，高出全
省进出口整体增速 10.1 个百分
点。其中，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的东盟、中亚、埃及进出口分别增
长24%、1.8倍和2.1倍。

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
1729.5 亿元，同比增长 0.8%。其
中，出口 967.8 亿元，同比下降
8.6%；进口 761.7 亿元，同比增长
16%；同期贸易顺差 206.1亿元。6
月，全省进出口总值278.6亿元，其

中出口 152.9 亿元、进口 125.7 亿
元；当月贸易顺差27.2亿元。

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克服
了开年进出口同比下降、外贸运行
开局低迷的不利局面，全省外贸呈
现企稳回升、逐渐向好的态势，外
贸质量和效益有所提升。

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贸合作，贸易保持稳定增
长。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拓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组织企业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德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经贸促进活动；全力推进中欧班

列“长安号”高质量发展。我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
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拉动陕西
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民营企业进出口、一般贸易进
出口增长占比提升，贸易结构持续
优化。上半年，陕西民营企业进出
口 417.8亿元，同比增长 7.6%，占
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24.1%，比去年
同期提升 1.4个百分点。同期，陕
西一般贸易进出口 419.7亿元，同
比增长 6.1%，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 24.3%，比去年同期提升 1.2个
百分点。

上半年陕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0.9%

省总工会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为推
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激励全省职工保持
奋斗者的姿态和状态，积极投身
陕西“追赶超越”、发展“三个经
济”的主战场，省总工会 8月 2日
下午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主题教
育报告会，邀请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总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桥梁
与结构工程分会副理事长苏权科
作《用奋斗架起中国脊梁》的报
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主持。

下午 3：00，在全场齐声高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雄壮的歌声
中，苏权科这位从陕西走出去的
桥梁专家健步走上主席台，娓娓
道来，从港珠澳大桥项目的特点

与困难，项目前期科研工作的开
展，建设项目期间面临的技术挑
战与科研规划等方面进行了精彩
讲述，与大家分享了“用奋斗架起
中国脊梁”的生动故事和中国桥
梁人的初心使命。

去年 10月 2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出席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时
指出，港珠澳大桥建设创下多项
世界之最，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
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
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
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
信桥、复兴桥。苏权科感慨：“建设
世界一流桥梁，一直是我的梦想。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改革开放，港
珠澳大桥永远只是个梦想！”

中国桥梁人的初心和使命是
什么？苏权科解释道：“作为一名
桥梁人，在伶仃洋上更能感受到
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1840年鸦
片战争，英国人就是从这里打进
来的。在这里建桥，一定要建一
座国际一流的桥，一座给中国人
争气的桥！这就是我们桥梁人的
初心和使命。”

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
动筹建，苏权科被任命为前期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后来担任总工程师，在伶仃洋一
干就是 15年，从年富力强，到如
今已经两鬓泛白。他自豪地说：
15年，我们先后组织开展 300多
项专题研究，主持审查几十万张
图纸，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

施工方案，研究制订了 63本技术
标准，获得了 600多项专利，形成
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在超级跨海工程建设领域，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走
在世界前列。”

在现场互动环节，当问到陕
西企业在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贡献
时，他还“表扬”了中交第一勘察
设计院、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方
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参与设
计、建设的陕西企业。

郭大为指出，近两个小时的
精彩报告，讲出了桥梁人的梦想，
讲出了桥梁团队的精神风貌，讲
出了桥梁人的初心和使命，讲出
了桥梁人精益求精的专注精神，
讲出了桥梁人忘我的执著精神，
讲出了桥梁人的刻苦钻研精神，
讲出了桥梁人的守正创新精神，
讲出了桥梁人的不容易和奉献精
神，讲出了桥梁人一步一个脚印
的实干精神，讲出了桥梁人为国
家桥梁事业的奋斗和坚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团队才会永远
不累。“不想留遗憾、不想凑合、不
想差不多”，国之重器来不得半点
马虎。桥梁就是脊梁，要“挺起脊
梁”，靠的是踏踏实实地干。桥梁

专家是用没日没夜的辛劳干出来
的，是用眼见为实、现场勘查的硬
作风干出来的，是用耐心和勇气
干出来的。我国已故著名桥梁专
家茅以升曾经讲，“人生一征途
耳，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
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
曰奋斗。”新时代是奋斗的时代，
无论干什么工作，无论是工人还
是公务员还是正在求学的学生，
都应奋斗、执着、实干。万丈高楼
平地起，跨海大桥铸精神，只有把
个人努力紧紧地融入国家事业，
才能赢得美好的人生。

精彩的宣讲，听得过瘾，响起
阵阵掌声；活泼的互动，让人意犹
未尽。聆听者手中的五星红旗，
随着真情的讲述不时挥动着。报
告会现场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
氛。此次报告不仅得到了现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网上直播在线收
看人数也达到13.9万。

全国、省部级劳模和工匠代
表，一线职工代表，企业党政工负
责人，路桥专业学生代表，省总工
会和西安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共
1000多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前，郭大为在曲江宾
馆会见了苏权科。

郭大为主持 苏权科作报告

本报讯（高仁平）7月 29日
至 31日，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
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工人出版
社社长王娇萍一行来陕调研职工
书屋、职工文化建设情况，并出席
省总工会主办、省交通运输工会
承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与共和国同行”全国职工主题阅
读活动，以及中建八局在西安奥
体中心举办的“走进·与祖国同
行”大型主题传播活动。省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会见，省总
工会副主席张剑、女职委主任李
秀华分别陪同。

王娇萍先后来到陕建三建集
团、西安市职工大学、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省土地工程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
研，对我省建设系统工会深入开
展“1+X+100”联系服务农民工和

“学党史、感党恩、我与祖国共成
长”主题教育活动，创新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对西安市职工大
学职工书屋向社会开放，服务周
边群众；对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加强文体骨干队伍
建设，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对
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创新服务手段，建设名副
其实的“职工之家”等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

在省高速集团白泉分公司职工书屋示范性主题
阅读活动现场，王娇萍观看了以诗经《采薇》为词谱曲
创作的舞蹈和诗画朗诵《蜀道难》等职工文化展示，聆
听了雷创、李玲、鲁彦等 3名优秀职工代表伴随职工
书屋学习、成长、进步的励志故事分享，并向职工赠送
了书籍，最后从“特色”“底蕴”“升华”三个关键词对活
动进行了点评。

王娇萍强调，党中央、全国总工会高度重视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要站在这一高度加强职工文
化建设，在建设好、管理好、运用好职工书屋上下功
夫，不断拓展职工书屋的内涵，优化职工书屋的功能，
特别是以推进电子职工书屋全覆盖为抓手，大力开展
丰富的阅读和文化活动，形成线下线上良性互动，不
断增强对职工的吸引力、影响力，使职工书屋真正成
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真正成为职工的精
神家园和文化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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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29日，在“8·19”中国
医师节来临之际，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下发《通知》，从
即日起开展2019年医师节庆祝和慰问活动。

活动中，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将根据年初工作计划
和预算安排，开展慰问活动，给予相关医院工会一定
经费补助。同时倡导系统各直属医院工会开展表彰
大会、庆祝晚会、劳动竞赛、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
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充分展示我省医务人员的良
好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开展医师节庆祝活动

本报讯（张翟西滨）8月1日，咸阳市委书记岳亮
到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工地，视察调研工程进展情况。

岳亮调研后指出，市工人文化宫项目传承劳动精
神、承载咸阳记忆，必须不折不扣建设好。要创新设
计理念，统筹考虑未来城市发展需要，按照国际视野、
国内一流的要求搞好规划设计。要突出工人主题，深
挖咸阳历史文化特别是工人运动历史，打造彰显秦风
秦韵和体现工匠精神、“梦桃精神”的咸阳地标。要加
大投入力度，多措并举筹集资金，保障项目正常运
转。要坚持速度为王，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
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投用。

岳亮到咸阳市工人文化宫项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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