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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送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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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劳模精神传遍三秦
跑着拍照、为劳模整理着装。
“从劳模的心里出发，这不仅是我们
先进被肯定和不断被肯定的过程，也是让
劳模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责任感不断增
强的过程。”姜懿珊说。
上午 9 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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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一个
主会场、三个分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随着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秦
工匠以及先进集体代表等陆续登台领奖，
台下掌声此起彼伏。
省委书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讲话之
际，坐在后排的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孙恳两次站起来拍照、录视频。作
为陕西省先进企业获奖代表，孙恳说：
“心
情非常激动，这充分展现了省委、省政府
对劳模的重视和认可，饱含了党和政府深
厚的人民情怀，我迫不及待想把相关领导
对先进的关心关爱和对弘扬劳模精神的
指示，第一时间分享给单位职工！”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劳动模范 、
先进工作者步入会场。

火红的鲜花，在繁茂绿植的衬托下显
得格外艳丽。红底黄字的绶带、金灿灿的
奖章，让整个省总大院庄严而神圣。
“来来来，大家聚集一下，省直的先进
工作者拍几张合影！”
“ 别光用大相机，帮
忙用手机拍几张，及时分享出去！”省直属
机关工会工委二级调研员张帆忙而不乱、
粗中有细地指挥着。
简 单 而 热 情 的 欢 送 形 式 ，让 现 场 笑
声不断。三十多台相机、手机、摄像机不
断记录下精彩瞬间，并分享在不同的自
媒体平台。
“您的绶带没戴好”
“ 这位劳模的奖章
有点歪”
“ 大家朋友圈分享出去的照片一
定要注重自身形象”……各种精益求精不
断上演。
劳模被认可的喜悦，以及向劳模致敬
的视频、照片，短短几分钟，传遍全网、传
遍三秦大地的各行各业。
中铁一局集团工会生产宣教部副科
长姜懿珊不放过旗下企业劳模和先进集
体代表的任何一个精彩瞬间，室内室外地

荣誉激励他们前行
励她在关键技术、工艺上不断创新，研究新
型纤维及功能性产品。
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基础。今年是“产改”实施的第五
年，刚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的陕西鼓风机（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安身着笔挺制服，
他表示，陕鼓集团正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
战略推动自身转型发展，持续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用“请进来”
“ 走出去”的
实招，借势借力、搭建平台，激活企业发展
最基层、最核心细胞，使产业工人的创新
才智充分涌流。
西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沣东经营分部
富源三路速运营业点收派员郝飞飞，已经
从事快递行业 6 年了。作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在得知自己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后，他
激动了好几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评为
省劳模，说明职业只有分工不同，这份荣誉
将激励他继续前进，只要脚踏实地，平凡的
岗位同样能作出不凡的业绩。
9 时 许 ，虽 然 没 有 在 主 会 场 接 受 表
彰，但他们以最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光荣
时刻。
本报记者 郝佳伟

欢送先进工作者参会。

昨日，西安市委 1 号楼和市政府 9 号楼
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接受表彰的省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会聚一
堂，互相拍照留念，
记录这一荣誉时刻……
当天，省委、省政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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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
原因，大会设主会场和分会场，主会场设在
省委，西安市分会场分别设在市委、市政
府，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77 名西安市推
荐的省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
表在西安市的两个分会场参加表彰大会。
省劳动模范、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生产技术处组长赵巧
妮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当日 8 时左
右，她就来到西安市委分会场，带领技术
团队潜心研究色纺纱工艺技术，多项研究
获得西安市职工创新成果，填补了省内色
纺纱生产的空白。
赵巧妮和身旁的劳模讨论得津津有
味，她谈道，习近平总书记给首届大国工匠
创新交流大会发来的贺信，高度评价了技
术工人队伍的重要地位，让她深受鼓舞，激

会场一角。

向劳模先进致敬
暖风四月，花香弥漫，古城西安，春意
盎然。
4 月 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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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信大楼分会
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40 余名省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满面笑
容，踏上红地毯，
先后走进表彰会场。
在会场楼下，随处可见“向劳模先进学
习，向劳模先进致敬”
“ 弘扬劳模精神”
“劳
动最光荣”等标语，营造出浓厚的节日 氛
围，更有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请来的表演
队，为劳模先进们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10 余名来自陈利鼓舞艺术团的队员，
在现场为劳模先进带来了精湛而富有观赏
性的鼓舞表演，
敲锣声、
打鼓声，
向即将参会

的每一名劳模先进表示热烈祝贺和敬意。
“能够为劳模先进们表演是一种荣
幸。”陈利鼓舞艺术团负责人说，在现场见
到了这么多的劳模先进，更要以他们为榜
样，向他们学习，崇尚劳动，向劳动者致敬，
为劳模们点赞！
演出结束后，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
席周晓芳向系统内来参加表彰大会的劳模
先进送上了鲜花，
并为他们鼓掌庆祝。
“鲜花、掌声、节目，不仅是一种祝贺，
更是一种激励。”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
强表示，今年能够当选省先进工作者，是
对他工作的认可，他将继续做好极端天气
的预报预警工作，打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硬
仗，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李旭东

“向劳模先进致敬，向劳模先进学习。”
30 人的锣鼓队响彻震天。
4 月 29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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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系统分会场在中
国电信陕西分公司举行。会场外，一座长
10 米、高 4 米的劳模凯旋门挺拔耸立着，两
边的门框好似张开的双臂准备迎接劳模先
进步入会场。
进入会场，劳模们收到了工作人员献
上的一捧鲜花，
写满祝福的卡片也在表达着
对劳模先进的无限敬意。操场上，
接待方精
心准备了小吃、饮品，贴心地服务着每一位
前来的劳模先进。在拍照墙前，劳模先进
互相合影留念，记录这珍贵的历史时刻。
“这个赠花留影的活动非常贴心，仪式
感满满。”省劳动模范、电信科学技术第十
研究所有限公司产品二线研发部项目负责
人胡家兴说，会议采取线上线下、主会场分
会场联动的形式，既高效又务实。
会场内，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谢明娟轻轻打开奖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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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关爱劳模健康体检卡。

相互合影留念。

小心翼翼地拿出写着“陕西省劳动模范”的
奖章，认真地别在胸前。北方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装备研发中心副主任设计师第晓菊
也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会议议程。
“为了达到和现场一样的隆重气氛，我
们设计了主题背景画面，并在侧屏上打出
了‘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标
语。”先进集体代表、中国电信陕西分公司
总经理叶利生说，他们既是会议接待方，也
是荣誉接受者，一定会突出人性化，办好这
次会议。
“当我踏入会场大厅看到会议标语，师
傅的耐心传教、领导的关心厚爱以及同事
的帮助、爱人的支持，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闪
现。”省劳动模范、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零件加工四分厂班长江振卫眼中
噙满泪水，他说，今天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
日子，早早起床穿上工作服，迎着朝晖，激
动地赶到会场。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大家
端正坐好，喜气洋洋地迎接盛会召开。
本报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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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奖章。

整理绶带。

喜气洋洋迎盛会

为先进工作者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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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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