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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承
担着为广大观众解读文物、释读陈列、
宣传历史文化、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普
及的光荣任务。现有工作人员 63名，
其中女职工55名。

自 1979年 10月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开馆至今，社教部一直以文明热
情的接待服务，受到海内外观众的
好评。社教部圆满接待党和国家
领导人 190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
脑228位。

42年来，依托“世界第八大奇
迹”秦兵马俑这个平台，不断创新
教育项目、探索传播途径、拓展教
育覆盖面，致力于让中国优秀历史
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每年开展
各类教育活动 200余场次，足迹遍
布国内大、中、小学校及中国香港、
美国华盛顿等地。2020年策划实
施的“兵马俑走进美国学生课堂”，

被评为2019年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项目竞赛二等奖。

新时代新征程，社教部将秉承“团
结向上、刻苦学习、锐意进取、无私奉
献”的团队精神，做好“中华文明精神
标识”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
所获荣誉：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巾帼文明岗
奋斗格言：守护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讲好世
界遗产故事！

2020 年梦桃小组取得了优异成

绩，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第六批
“三秦楷模”获奖集体。

展望“十四五”，我们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将“梦桃精神”代代相传的

决心和扎实做好班组建设与生产
工作的信心发扬光大，永远记得
感恩和奉献。

被大家称之为“飞毛腿”的
新工党亚男，虽然看起来有些腼
腆，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输老
员工。她手脚麻利，“眼尖、手
快、脚勤”。在小组还有很多像
她一样努力的姐妹，大家都在各
自岗上尽职尽责、默默奉献。

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和教导，把“高标准、严要
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
方便、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梦
桃精神”继 续 传 承 和 发 扬 下

去。我们也定将珍惜和保持来之
不易的荣誉，勇敢担当起企业发展
和振兴的重任，让梦桃小组的名字
更加响亮，用实际行动为“梦桃精
神”争光添彩。

赵梦桃小组
所获荣誉：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奋斗格言：传承和弘扬“梦桃精神”，争做新
时代最美奋斗者!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
近平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妇幼健康关系到全民健康
的两个重要群体，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时代
群众健康期盼更为迫切。我所从事的优生遗传与妇女
保健是一个“治未病”的专业，需要体现出“未病先防、欲
病救萌、已病早治”的健康保健思路。医无止境，我将继
续扎根专业，全身心投入母婴保健与出生缺陷防控工
作，追求专业发展创新，不断学习、执着坚持，满足患者
对围产保健的需求，用专业力量服务社会。

从医者是需要敬畏这一职业所背负的责任。做为
一名临床医生，保持全身心投入、认真勤恳、尽职尽责应
该是我们的职业精神状态。未来还将充分展现巾帼力
量，始终用热情、用激情、用感情热爱自己的岗位，在从
医路上，继续追求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
业风气，不忘初心，坚持甘于奉献、求真务实、敬佑生命，以
仁心仁术缩短医患间心的距离。

张欣文 西安市第四医院妇产科主任
所获荣誉：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先进科主任
奋斗格言：业医者自当性静有恒、履职尽责！

2020年，中国航天实现了重大工程任务连战连捷，
探月工程任务圆满成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
前建成，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开启深空探测新征程，新
一代运载火箭完美首飞，推动航天强国建设取得新的重
大成就。

2021年，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负责人，我将发
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坚持和发展“两弹一
星”精神、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探月精神，
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严细慎实的工作
作风，持续开展自主创新，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
斗韧劲，加入到“十四五”航天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我
衷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研制队伍的通力合作，为
国家研制出更多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贡献更多的液体动
力力量，为建设航天强国的航天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张金容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某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所获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载人航天先进个人
奋斗格言：责任在我心中，质量在我手中！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建党100
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将继
续弘扬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继续前行，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弥补我在工
作上的短板，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范围，在岗位
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带领工作室团队继续艰苦
奋斗，开拓思维，紧贴实际工作，从设备保障、作
业质量各方面去分析判断，着力生产效率的提
高，解决生产中的难题，为提升货车检修能力作
出应有的贡献。

“有理想就不会碌碌无为！”展望未来，美好
的日子正等着我们去奋斗，企业发展人人有责，
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生活就会更加美好，幸
福指数就会继续提升！

邱洪玲 安康车辆段“邱洪玲创新工作室”
负责人
所获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铁路工匠
奋斗格言：有理想就不会碌碌无为！

薛莹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誉班长
所获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奋斗格言：外在压力增加时，就应增强内在
动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所获荣誉：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
奋斗格言：以人为本践初心，重症担当砥砺行！

陕西省在 2020 年 7 月召开的航
空发展大会上强调加快建设“航空强
省”。这也是中航西飞的使命和目
标。“十四五”期间，中航西飞依然聚焦

价值创造，持续提升企业运营效
率和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关注生
产现场管理，以“高效率、低成本、
准时化均衡交付”为目标，建设

“智慧西飞”。
作为一线女工，我更愿意扎

根在生产一线，脚踏实地的做
事。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工匠
精神”，让“大国工匠”成为新时代
的社会楷模，这对生产一线人员
是莫大的鼓舞。我要将国家的倡
导传递到一线，和女职工姐妹们
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岗位，
提升技能，做工匠精神的践行着、
劳模精神的传承者；同时，与大家

一起推动科技创新，赋予“工匠精神”
更高的科技与新技术含量，做到知识
转换与共享，切实服务于“航空强国”、

“航空强省”的宏伟目标。

2020 年，我院重症医学科肩负
起“抗击疫情，守护生命”的使命，先
后援鄂 12 人，支援本院抗疫 12 人，
两地三处共同抗疫，在“战疫”中作

出了突出贡献。
展望 2021，我们站在新起点、

踏上新征程、怀揣新希望，重症人
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践初心
重症担当砥砺行”的宗旨，医教
研并重，以科室建设和学科发展
为目标，以患者安全、精准诊疗
为抓手，促进技术创新，创造条
件开展新技术、新业务；继续加
强人才培养，建立高素质的优秀
人才梯队，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诊
疗水平。“伟业凭实干，拼搏敢当
先”，唯有拼搏，才能不负韶华。
2021 年重症人依旧会不断创新，
积极探索，为科室发展和学科进步
贡献力量！为广大患者提供温馨、

周到、精准的医疗护理服务！为医院
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注入新的动力！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信号女子班组，
目前由14名平均年龄29岁的女性信号
工、信号技师等组成。近年来，有着隧

道里、铁轨边上盛开的“向阳花”的
美誉，曾多次接受中央级、省部级
等媒体的集中报道。

我们班组在集体观看了“十
四五”规划相关新闻报道后，心潮
澎湃，也更加坚定了与国家共奋
斗、同成长的决心。作为基层建
设班组，我们会把学习宣传贯彻
国家“十四五”规划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来完
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会
引导班组成员立足自身岗位，练
就过硬本领，把个人价值体现融
入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带
动更多身边的人投身“十四五”建
设；同时，作为女子班组，我们会
继续发扬我们耐心、细心、热心的

优点，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十四五”
发展，向建党百年献礼！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信号女子班组
所获荣誉：陕西省工人先锋号、陕西省五一巾帼
标兵岗
奋斗格言：我们是永不开败的轨旁“向阳花”！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
司巾帼大学生班组是一支“一专多能、

精益求精”的巾帼精英队伍，由 10
名平均年龄为 33岁的专业技术骨
干和运行班组长组成，均为本科及
以上学历。近年来，该班组科技攻
关64项，“五小”革新85项，获得国
家专利7项。

初心致远，未来可期。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实干创新
勇争一流”的奋斗姿态，尽职尽责。
一方面将立足岗位，心怀家国，继续
发扬矸电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作风，不断开
拓进取、勇立潮头，为黄陵矿业公
司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另一方
面将继续以降本增效为目标，以科
技创新为手段，以人才培养为动
力，从而达到优化生产系统和操作
方式，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以

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
巾帼大学生班组
所获荣誉：全国巾帼文明岗、陕西省巾帼文
明岗
奋斗格言：凝聚“她”力量，建功在陕煤！

全省广大女职
工姐妹们：

春回大地，
万象更新，我们迎来
了第 111 个“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省总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向全省奋战在各

条工作战线上的广大女职工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是陕西奋力实现追赶超越
的关键之年和奋进“十四五”的
开局之年。披荆斩棘一路走来，
今天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与全省姐妹们共同

庆祝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借
此时机，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向
大家发出倡议：立足岗位，心怀家

国，铿锵巾帼担使命，凝心聚力再出发！
凝结共识、汇聚力量，共铸伟大辉煌。今

年正值建党100周年之际，全省姐妹们身处蒸
蒸日上的新时代，面向越来越红火的美好前程，
由衷礼赞伟大的祖国和共产党。广大女职工只
有听党话跟党走，“心有大我，志诚报国”，把个
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把个人的劳
动梦、成长梦、奋斗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中，才
能用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奋斗共同铸就伟大复
兴新辉煌。

立足本职、担当作为，贡献巾帼力量。立
足新发展阶段，追赶超越新篇章中少不了全省
广大女职工辛勤劳动的动人音符。人世间的
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
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
就。广大女职工要把党和国家确立的新发展
目标变成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自觉行动，用
拼搏实现人生梦想，用敬业弘扬劳动精神，共
同汇聚起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
进的巾帼合力。

家国情怀、筑牢基石，弘扬时代新风。全省
广大女职工在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
决战脱贫攻坚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论是顽强不屈的坚守，还是逆行出征的豪迈，
无一不彰显出新时代广大女职工的家国情怀和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广大女职工要充分发挥自身
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
的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
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

姐妹们，巾帼立志绘宏图，飒爽英姿谱新
篇。让我们携手同心、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
广阔舞台上尽展芳华！衷心祝愿广大女职工
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02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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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言志巾帼言志———建党百年展芳华—建党百年展芳华 凝心聚力再出发凝心聚力再出发
——陕西省女职工“奋进新征程 建功十四五”风采展

登高望远天地阔，砥砺
奋进写新篇。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
一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将充分发挥劳模先进示范
作用，主动担当、主动作为，
带领百年易俗社人迎着时代
的浪潮阔步向前，满怀激情
迈入“十四五”新征程，围绕
做强做大百年易俗社文化品

牌，真抓实干，以
实际行动喜迎十
四运会的胜利举
办。坚持继承传
统、创新发展，打
造精品剧目，4月
20 日至 25 日将
携新创排的大型
秦腔现代戏《织
梦人》，打磨提升
的《党的女儿》
《劳模刘西友》，
在北京长安大戏
院举办“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西演·西

安易俗社秦腔晋京展演周”
活动。落实文化惠民送下
乡，将精品力作送到田间地
头，不断满足基层人民群众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大力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扎实
推进戏曲研学和进校园活
动，让青年了解秦腔、传播秦
腔。促进秦腔艺术后备人才
建设，为秦腔艺术繁荣发展
注入新活力，奋力谱写新时
代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

惠敏莉 西安易俗社社长
所获荣誉：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梅花奖、文华
奖、白玉兰奖
奋斗格言 ：坚持不懈和努力奋斗是幸福的
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