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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11月25日，全国
总工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座谈会，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

王东明指出，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讲话重大
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动员
亿万职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
献智慧力量。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李玉赋主持座谈会。

全总劳动经济工作部、河南省总工会、中国
工人出版社、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单位代表，
曾晓芃、洪家光等劳模代表畅谈学习体会。

全总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25日上午，
全总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会后，全
省工会系统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全总座谈会精神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省总工

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主持。
会议指出，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

况下，隆重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是全国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人阶级和劳动
模范的高度重视和尊重，让全体工会工作者

更加有精神在状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光
辉，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伟大诠释，是对劳
动模范的最高赞誉，也是对学好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奋进“十四五”新征程的再次
动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
全省工会系统要按照全总座谈会的要求，认

真学习领会精神内涵，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劳动精神可贵，劳模精神崇

高。要坚持崇尚劳模精神，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陕西新时代追赶
超越大格局中，重视和加强职工政治引领
和技能培训，努力建设新时代高素质劳动
者大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主力军作用。要大力宣传劳模事迹，让
新时代劳模力量在三秦大地充分彰显，让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用劳模的先
进事迹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社会，激
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要精心厚植劳模沃土，把新时代劳模工作
做得更细、更实、更精到，让更多的劳模和
先进工作者不断涌现，更好发挥劳模工匠
的榜样力量，团结引领全省广大职工群众奋
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省总工会班子成员、兼职副主席、其他
厅级领导、秘书长，各市（区）总工会主席、常
务副主席，各单列单位工会负责人，各省级
产业工会、省总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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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为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动员广大职
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贡献智慧和力
量，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全
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20年

“最美职工”先进事迹。
孙泽洲、白玉晶、刘丽、王曙群、

刘双燕、胡洪炜、熊桂林、潘从明、赵
新录、帕夏古丽·克热木等 10人，是
2020年新当选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他们常年奋战在基层一
线，有的致力于月球和深空探测领
域研究和工程实践；有的以“宁脏我
一个，幸福千万家”为供排水工作默
默奉献；有的在生产一线成长为石
油领域专家；有的助力“神舟”“天
宫”“天舟”飞行器圆满完成空间交
会对接任务；有的主动扎根农村决
战脱贫攻坚；有的面对疫情毫不退
缩，保障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用电安
全；有的不畏艰险，在疫情期间为偏
远乡村打通“爱心邮路”；有的刻苦
钻研从冶炼“废渣”中提取稀贵金
属；有的肩负着保护藏羚羊、维护生
态文明的神圣使命；有的带领乡亲
共同致富……他们立足本职、爱岗
敬业、攻坚克难，在平凡岗位上作出
不平凡的业绩，努力成长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在全社会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主旋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
级的时代风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汇聚起了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劳
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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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国政府网 25日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其中，2021年“五一”劳动节安排延续2020年“五一”劳动
节的“5天假日”模式，于2021年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

假日经济已成为我国强大国内市场潜力释放的一个
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0年“五一”假期，全国共计接待
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2021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如
下：一、元旦：2021年1月1日至3日放假，共3天。二、春
节：2月 11日至 17日放假调休，共 7天。2月 7日（星期
日）、2月20日（星期六）上班。三、清明节：4月3日至5日
放假调休，共3天。四、劳动节：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
共5天。4月25日（星期日）、5月8日（星期六）上班。五、
端午节：6月 12日至 14日放假，共 3天。六、中秋节：9月
19日至 21日放假调休，共 3天。9月 18日（星期六）上
班。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
26日（星期日）、10月9日（星期六）上班。

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公布

明年“五一”延续“5天假日”模式

本报讯（张翟西滨）11月 25日下午，咸阳市总工会
举行“弘扬劳模精神 汇聚奋斗力量”全国劳模进京表
彰分享会。

分享会现场播放了新当选3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
者梁增基、何菲、刘仙会的精彩短视频。梁增基、刘仙
会分别登台讲述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用“劳动托举梦
想 奋斗书写华章”的感人事迹并分享体会。

来自咸阳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区总工
会、市直基层工会主席及各行各业的劳模、职工代表等
160多人参加。市广播电视台还向全市人民群众网上
现场直播。

咸阳市总工会

举行全国劳模进京表彰分享会

11月 24日上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我省 63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振奋人心、凝
聚力量，在赴京陕西劳模团中引起热烈反
响。为此，记者采访了部分陕西省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全国劳动模范、中航飞机汉中航空零
组件制造有限公司机加标准件厂厂长助理
彭晨晞：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上聆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感触颇深。

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是荣誉，更
是责任和担当。我要从自身做起，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将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牢记
总书记“珍惜荣誉、保持本色，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的嘱托，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努力成为一名高素质的劳动者。

全国劳动模范、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
司吴起采油厂纪委副书记许彩芸：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我
深受鼓舞。回到工作岗位上，我要用实际
行动去践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荣誉
是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学习、善
于学习，继续锤炼业务本领，不断提高技术
技能；以良好的姿态，更加严谨的工作作
风，积极的工作热情为延长石油高质量发
展添砖加瓦。

全国劳动模范、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一分厂纺部车间赵梦桃小组生产组长何菲：

当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特别是国

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流泪了，感觉自己所有
的坚持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荣誉是鼓励，也是鞭策，更为我指引了
前进的方向。作为新时代的纺织青年，梦
桃精神的传承者，我一定会珍惜荣誉、永葆
本色，向其他劳模学习，取长补短。不断
适应新设备、新技术、新要求，练好技术，争
当一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的复合型劳动者，给身边人带
好头、立标杆、做表率，带领小组姐妹们用
实际行动为梦桃精神增光添彩。

（下转第二版）

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赴京陕西劳模团引起热烈反响

身着朴素的工装、胸戴金色的奖
章……11月 25日 15时 30分，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办陕西省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记者见面会，邀请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纺部
车间赵梦桃小组生产组长何菲、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
车段动车组机械师董宏涛、中国航
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工具厂
53 车间二工段钳工班组组长夏复
山、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
长李国鹏、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地铁指挥部
技术负责人梁西军出席，分享他们
在平凡岗位上的劳动之美、精彩创
造和幸福故事。

“在有着 57年光辉历程和优良
传统的赵梦桃小组，我学习、工作 15
年了，从一名普通纺织工人成长为
全国劳模，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只要
坚持和努力，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
出不平凡的业绩。”何菲说，她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将所学知识用
于实践，服务企业、回报社会。

“我做动车组机械师有 14年了，
十余年来，我参与检修过动车组 7万
多组，带领团队解决了 300多项疑难
问题，攻克技术难题 34项。我认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国速度也是
千万高铁人干出来的。”董宏涛感
叹道，他希望建立动车组从开始上
线运行到寿命周期结束完整的数据
技术和检修数据库，希望中国高铁

检修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
一台航空发动机有几千片不同

种类的叶片，每一片叶片的质量好
坏直接影响着航空发动机的性
能。“我的工作就是加工用于检测
航空发动机叶片是否合格的专用
工具，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成批
叶片报废，所以一定要精益求精。”
夏复山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
只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一
定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出好成
绩，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从事测绘工作 20年了，和队
友们承担了国家很多重大测绘工程，
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徒步行
程超过 60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500多圈。”李国鹏说，今年完成的
珠峰测量全部使用国产设备，充分
展现了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

“工作 17 年来，我参与了西安
多条地铁线路建设，在西安修地铁
有三个难题：文物保护、地裂缝、饱
和软黄土，只有勇于面对困难、不断
学习、艰苦奋斗，才能把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完成。”梁西军感慨道，惟创
新者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胜！

五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在
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和
辛勤汗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诠
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本报记者 赵院刚

奋斗的人生最美丽
——陕西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记者见面会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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