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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2月11日，农历大
年除夕。在万家团圆共度新春佳节之际，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来到中

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
展览中心项目工友村，看望慰问留守项目
工地的职工，与他们欢欢喜喜共度牛年春节。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是“十四
运”重点配套设施，广大建设者为确保项目
如期完工，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和省总工会

的倡议，选择留陕就地过年。该项目工友
村留陕过年的建设者有 1000余人。郭大为
首先走进工友村，相继察看工友食堂、宿
舍、文体活动室、职工书屋等，详细询问职
工节日生活安排和家庭情况，向工友们发
放慰问品，给他们集体拜年，祝工友们牛年
大吉、牛气冲天，家家都有好事喜事，人人
都快乐幸福！随后，郭大为来到活动现场，
与近百名留守职工一起观看由省劳动模
范、著名艺术家郝萌和职工艺术家表演的
歌曲、舞蹈、魔术、变脸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在欢歌笑语中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

郭大为强调，在今年这个不平凡的春节，
有许多外地职工识大局、顾大体，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的倡议，留在陕西过年，特别是一些
特殊岗位的职工，依然坚守一线默默奉献。
各级工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要慎终如始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以“娘家人”的情怀
和担当，从吃穿住行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关心关爱留守职工，切实保障坚守工作岗位
职工的合法权益，多做暖心的事、贴心的事、
实心的事，把组织的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
上，确保他们度过一个温暖难忘的春节。

为了让留陕过年的外地职工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省总工会在除夕开展了

“欢欢喜喜过个年·工会娘家情——工会主
席与留陕过年职工共度新春”活动。省总工
会主席、副主席等领导带队分赴 8 个省级
产业工会所属企业的建设工地、车间班组、
特殊岗位，慰问留陕过年的职工，与他们拉
家常、包饺子、贴春联、共联欢，用组织的关
怀温暖留守职工的思乡之情，与大家一起
过了一个安心、舒心、开心的大年除夕。

郭大为到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展览中心项目工友村，看望慰问留守项目工地的职工。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郭大为到重点建设项目慰问留守职工

省总工会主席与留陕过年职工共度新年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全国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增值税发票数据：春节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超350%
■2020年监督“民告官”案件公开听证同比增长6.5倍
■汽油、柴油价格“七连涨”加满一箱油多花超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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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
瑞先）2 月 18 日，省总
工会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总
工会十七届四次执委
会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凝心聚力、开局起步
暨重点项目开工会议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
三届八次全会精神，研
究召开省总全委会议
等工作。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郭大为主持并讲话。

会议讨论了省总
工会十四届五次全委
（扩大）会议工作报告、
《陕西省总工会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及省委十三届八次
全会精神 组织动员
全省广大职工为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
三五远景目标建功立
业的决议（草案）》《陕
西省总工会 2021年工
作要点》。大家积极
发言，激情热烈，在春
节收假第一天，有精
神、在状态，全身心投
入工作，为谋好、干好
今年工会工作建言献
策、集思广益。

郭大为指出，全省
各级工会要把学习贯
彻全总十七届四次执
委会议精神落实到我
省工会今年各项工作
中，深刻领会会议精
神，时刻对标对表，找
准工作结合点、切入
点，既要做好规定动
作，也要做好自选动
作，把规定工作干得有
水准、不走样，把自选
动作干得出色、走在前
列，特别是在深化工会
改革和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方面，要有新
探索，实现新突破。

郭大为强调，人勤
春早。各级工会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省委
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围绕重点项目、聚焦重点项目、
服务重点项目，组织职工群众广泛深入开展“建功‘十
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全力提升
职工职业技能水平，为陕西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贡
献工会智慧和力量。

郭大为要求，开好省总全委会议就要认真听取各
方意见、建议，拿出筹备会议的详细方案，把工作任务
落细落小，把好每一个工作环节，确保开一个高标准、
高质量的会议。要注意从细节入手，无论是会场布
置，还是食宿安排，都要精细化，特别是要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严肃会风会纪，更好地展现工会干部新年新
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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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里，站务人员认真细致做好服
务，全力保障乘客正常出行；大街小巷中，
环卫工人起早贪黑辛勤清扫，用心守护城
市洁净；故障现场，应急人员争分夺秒抢修
设备，保证居民生活不受影响……春节假
期，许多人依然默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用
责任守护万家灯火，以奉献换来节日祥和。

每一位奋斗者都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创
造者，也是他人美好生活的守护者，更是社
会发展的推动者。回望过去一年，是广大
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用血肉之躯
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是人民子弟兵
闻“汛”而动、迎难而上，保江河安澜、护群
众安全；是无数劳动者勤勤恳恳、辛苦耕

耘，共同托举起中国经济的逆势上扬……
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拼搏奋斗，共同
铸就了我们国家豪情万丈的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平凡铸就伟
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当
每个人的奋斗韧劲、拼搏精神都能迸发出
来，涓滴之力就能汇聚成磅礴伟力，让伟

大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让民族复兴的前
景更加光明。

每个奋斗的你都了不起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暖心！工会主席陪留陕职工过除夕，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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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明朝
的古城，虽历经多次修复，城墙上依然布满
了密集的枪眼与弹坑。

这座古城和周遭斑驳的创伤，见证了
80多年前那个夜幕里的腥风血雨：1937年
7 月 7 日，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悍然向
卢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全面
侵华战争爆发。

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宛平城的宁静，
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战斗意志。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

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全民族的
觉醒，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抗战的磅礴力
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
李庆辉说。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
急！面对空前的亡国亡种危机，7 月 8 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
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
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
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
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
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
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

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抗战的中坚力

量，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主要原因有 3 个：
一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这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根本保证；二是
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广泛发动
和依靠人民群众，提出了全面抗战的原
则，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方针和一整套作战
方针原则，这是当时敌后战场的理论指
导，也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取得全民族抗
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武装，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
广大敌后战场，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等
19块主要的抗日根据地。”李庆辉说。

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顽强血战直至
牺牲；赵一曼不畏酷刑，慷慨就义；东北抗
联八位女战士、狼牙山五壮士宁愿跳江跳
崖也不向敌人屈服……英雄们的一次次壮

举，汇聚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
磅礴力量。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一
往无前、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
奋战、视死如归。华夏九州到处都有“母亲
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景；
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都有华侨华人“御
外侮、挽危亡，愿为后盾”的积极行动……

“卢沟桥的炮声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总
动员的号角，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
的怒火。这种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力量，
唤醒了沉睡的民族魂魄。”李庆辉说。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散去，“大刀向鬼
子们头上砍去”的铿锵之音，仍久久回荡在
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场
上，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大型雕塑“卢沟醒
狮”巍然耸立。 （贾启龙 杨茹 韩松豫）

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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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2月 17日 15 时 28 分，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西安铁路局）首趟节后
务工专列 K4136 次列车从汉中火车站驶出，200 余名
陕南地区务工人员乘坐该列车前往广东深圳。

根据陕南地区务工出行需要，2月 18日起至 3月 4
日，西安铁路局还将隔日加开宣汉至深圳K4136/3次务
工专列；2月 19日、22日、25日、28日，加开宣汉至上海
K4258/5次务工专列。

通过对车票预售情况分析，省外节后返程客流主要
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方向，省内返程客流主要集中
在宝鸡、安康、汉中、韩城、大荔、彬州等方向。西安铁路
局采取增开、重联和开行务工专列方式增加运力，“一日
一图”动态增加运力服务返程客流，服务旅客出行。

西安铁路局首开节后返程务工专列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于
18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涵盖党员领
导干部党性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
理念、中国梦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季节目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
最新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古代典籍和
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和文化价值，以创新手法
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
领袖风范和为民情怀。

12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胜寸
心者胜苍穹”“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官避事平生
耻”“愿得此身长报国”“一言为重百金轻”“自强不
息日日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花齐放春满园”

“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天”“直挂云帆济
沧海”为题，聚焦初心、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
信、创新、绿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片、经典
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典诵读五个环节，
构建起古今相通、情景交融、深入浅出的思想启
迪和真挚情感传递的平台，由七位主讲人和五
位释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处
背景、历史故事和现实意义。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将播

一台混凝土泵车正往基坑浇筑混
凝土，工人用刮板在现场有序平整……
2 月 8 日，记者来到中铁十二局西安地
铁八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 2 标段项目
一分部，这里正有条不紊忙碌着。

“我们承担的是八号线两站两区间
及万寿路换乘大厅的施工，线路长度
2.85公里。沿线下穿陇海铁路、两个地
裂缝段及两个小区，今年主要进行车站
主体结构、区间盾构掘进施工，将首次
采用盾构直穿方式解决地裂缝难题，保
质保量完成工程任务。”一分部党支部
书记赵明栋说。

“我今年留陕过年，工余就和家
人视频聊天。”来自四川资阳的混凝土
工腾飞说。

“留在项目过年的职工有 100 余
名，过年期间除了发放生活必需品、过
节红包和加倍工资，还将组织职工分
批游览西安，感受不一样的古城年味
儿。”赵明栋说。 本报记者 赵院刚

西安地铁八号线施工忙

工人用刮板在现场有序平整基坑工人用刮板在现场有序平整基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