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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举办了 2022 年“中国梦·劳动美”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
了 2022年“最美职工”发布仪式。

其中，2022 年“五一”特别节目将于 5
月 1日（星期日）20时许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综 合 频 道（CCTV1）、综 艺 频 道
（CCTV3）及央视频、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
台播出。2022年“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拟于

4月 30 日（星期六）20 时许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首播
（具体播出时间以实际播出为准）。省总
工会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及时组织
职工收看。

节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宣传习
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
会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团结引导广大职工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4月 29日，陕西省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
集体表彰大会在西安隆重举行。省委书记

刘国中出席并讲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
到表彰的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省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和“三秦工匠”表

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
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省长赵一德主持。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

委常委王晓、王兴宁、庄长兴、赵刚、方红卫、李
阳、郭永红、刘强出席。省委常委程福波、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宣读表彰决定。大会为获奖
者代表颁奖，劳模代表向全省劳动者发出倡议
并作发言。

刘国中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广大职工和
劳动群众用勤劳智慧奏响劳动赞歌，用心血
汗水浇灌劳动果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奋进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要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三次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再接再厉，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刘国中强调，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自
觉，深刻感悟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劳动情怀，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信
仰、信念、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大显身手、展现作为，在本领
域、本行业、本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要掌握新技术、练就真本领，积极适应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
于创新、敢为人先，努力成为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要争做奋斗者、弘扬正能量，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勤勉工作、乐
观生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劳动热情。广大青年要崇尚劳动、热爱劳
动，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

刘国中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广泛宣传
先进典型事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
者合法权益，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更加深入人心。各级工
会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认真履行各项职责，
不断提高工会工作能力和水平，促进广大职工
群众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

赵一德强调，要建设高素质劳动者大
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创新培训培养模式，
着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
队伍。要用心用情关爱劳动群众，切实解决
好大家的急难愁盼实际问题，不断提升劳动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劳
动者积极干事创业，全力以赴把本职工作干
到最优，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区）负
责同志，部分受表彰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
体代表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陕西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刘国中讲话 赵一德主持 徐新荣出席

全省广大劳动者：
4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贺
信，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
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
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寄予殷切的
期望，让我们心情无比激动，精
神备受鼓舞。当前，全省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定不
移推进陕西高质量发展，我们深
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为此，我
们倡议：

一、对党忠诚，坚定不移听党
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要带头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坚决拥护“两
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永葆工人阶级政治本色。

二、岗位建功，发挥主力军作
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投
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主动适应科
技进步的新形势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新要求，踊跃参加各种岗
位练兵、技能比武和技术比赛，以
苦练精本领，以创新求突破，以奋
斗显担当，以实干展作为，争做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不懈奋斗。

三、模范引领，弘扬社会新风
尚，汇聚前进正能量。要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对标先进，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厚
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努力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奏响“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最强音。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让我们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埋头苦干、勇挑重担，奋发作为、拼搏奉献，用勤劳和智
慧开创美好未来，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体受表彰的省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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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古城西安，春意盎然，生机
勃勃。

4月 29日，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
大会贺信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陕西高质
量发展之际，2022年陕西省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胜利召开。

这是全省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又一次
在三秦大地奏响了“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
代最强音，必将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
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焕发创新创造

活力，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埋头
苦干，拼搏奉献，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书写
劳动创造幸福、技能成就梦想的
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
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的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省劳动模范、“三
秦工匠”、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国际航空部件厂AG600单元铆装
钳工万胜强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发
挥劳模工匠表率作用，带动更多一线工
人，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
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制造出更
多更好的大国重器。”荣获省先进集体称
号的中国电科 39研究所工会主席桑小军
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精神，切实履职尽责，畅通劳模工匠成
才成长渠道，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热情，

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
模、国家功臣。今年只有 28岁的“三秦工
匠”、中铁七局西安公司工程测量高级技
师李国强在大会现场对记者说：“要在平
凡的岗位上，不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
术，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用技能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省劳动模范、航天四院
401所数控车工苏景亮说：“表彰大会上，
看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天六
院数控车工何小虎宣读倡议书，既激动
又兴奋。我要向他学习，提升技能水平，
当好航天科研生产排头兵。”

唯有实干才能成就梦想，唯有奋斗
才能赢得未来。省劳动模范、中铁一局
集团建安公司西安中医医院南院区建
设项目部经理别红亮坦言：“接受表彰
奖励，是荣誉也是压力。我要变压力为
动力，爱岗敬业、笃行不怠，坚持走科学
管理、技术强企之路，建造出更多的优
质、精品工程。”引汉济渭项目总设计

师、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师李凌志说：“荣获省劳动模范，不
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团队努力的成
果，要以精益求精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撸起袖子加油干，为陕西水利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这是群英荟萃的舞台，也是整装再
出发的动员令。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主
席刘佐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
把大会精神带回去，把先进集体和个人
的事迹宣传好，激励调动全系统职工传
承“梦桃精神”，争做有理想守信念、懂技
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追梦
者。省先进集体代表、中国移动陕西公司
副总经理李晖表示，要珍惜荣誉、发挥作
用，再接再厉、顽强拼搏，用干劲、闯劲、钻
劲鼓舞和带动广大职工，紧紧围绕陕西高
质量发展这个中心，持之以恒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不忘红色通信初心使
命，在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职工
群众实现高品质生活的新征途上，踔厉
奋进、再立新功。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劳动创造幸福 技能成就梦想
——写在2022年陕西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胜利召开之际

4月 29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2022
年陕西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省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
大会隆重举行。上午 8 时许，报社大门
口人声鼎沸，员工们列队鼓掌欢庆。接
过报社工会干部张婷送上的鲜花，报社
社长、总编辑王琴茹在大家的簇拥下，
向庄严神圣的表彰会场走去……“今天
是个好日子，从此我们报社有了省级劳

模！”报社工会主席王何军高兴地说。
下午 2 时，身披“陕西省先进工作

者”绶带的王琴茹载誉而归，报社工
会召开了“向劳模致敬、向劳模学习”
座谈会。

“这个荣誉是组织对于报社工作的
认可和褒奖，我只是一个领奖代表，做
的还很不够，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回想
来到报社的 1600多个日夜，王琴茹感触

良多，“要付出、要肯干、要钻研、不怕吃
亏……”她用贴心的话语、接地气的故
事，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

本报副总编辑、编委会副主任田永
刚简要讲述了劳模的先进事迹，并向
大家发出倡议：作为新时代的工会新
闻工作者，要向身边的先进看齐，弘扬

“三个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在报社大
力营造崇尚劳动、学习劳模、争当先进

的良好氛围，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落到实处。

一人获奖，全社光荣。当大家说
起如何向身边的劳模先进学习时，每
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大家纷纷表
示，要立足本职岗位，将“三个精神”贯
彻到各项工作中，同心同德，为报社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弘扬“三个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陕西工人报社工会“向劳模致敬、向劳模学习”活动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