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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最 崇 高

5 月 1 日 一 大
早，全国劳动模范窦
铁成带着2岁半的孙
子来到西安小寨天
桥，望着电子大屏上

“劳动创造幸福，实
干 成 就 伟 业 ”的 标
语，向孙子讲述他的
奋斗故事。

窦 铁 成 对 记 者
说：“希望全社会都
能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
让诚实劳动、勤勉工
作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劳模精神代代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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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晚，由全
国总工会和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举
办的 2022 年“中国
梦·劳动美”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特别
节目在央视播出，我
省各市、产业工会及
企业工会干部和广
大职工第一时间收
看直播，共同欢庆属
于劳动者的节日。

“他们真诚的讲
述让人印象深刻，先
进事迹让我感受到
了奋斗的意义、劳动
的价值。”省总工会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
主席吴志毅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讲
好劳动者的故事，为
职工树立榜样，让大
家坚信每一个人都
可以通过劳动创造
幸福，为党的事业贡
献力量。

“劳模工匠是宝
贵的精神财富。”省
建设工会主席李幸
表示，将持续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努力培养更多先
进模范。

安康市镇坪县
总工会副主席谢增珊说，劳动创造生活，劳动创造历
史，劳动创造梦想。广大职工群众要用实际行动书写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时代新风。

在企业，劳动者的激情被点燃……
节目中，中国航天亮眼的“成绩单”让航天九院陕

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职工刘湘宾激动不已。他
说，作为一名航天技术工人，节目加深了他对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为了航天强国梦，我
将带领团队‘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庄
重承诺。”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技术质量员吾买尔·库尔班表
示：要创新创效的信心和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担当
作为的实际行动，用执着和坚守践行劳模精神，彰显
新时代的中建力量。

刚刚荣获省劳模荣誉称号的中建七局建装公司
西北分公司执行总经理王叙瓴说：“要勇做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奋进者、开拓者，继续精雕细琢，让一项
项精品工程，绽放迷人魅力。”

“三秦工匠”、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数控铣工
何亚军说，广大劳模工匠要率先垂范，厚植奋斗理
念和劳动情怀，唱响时代主旋律，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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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两件事” 走好“转型路”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庆油田第四采油厂采油工魏诚

“我们研发的‘污水回注井井底隔离装
置’彻底解决了‘污水回注井筒恶性腐蚀和
地层污染’的难题。”4月 28日，魏诚向记者
介绍这项优秀科技创新成果银奖项目时自
信满满。

多年身处一线的魏诚，在工作中就干两
件事——解决生产难题、进行技能攻关与技
术革新。凭借努力，他最终成为陕西省示范
性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先后荣获

“大国工匠”“三秦工匠”等荣誉称号。
学习技能 成就梦想

刚参加工作时，魏诚凭借遇事爱思考、碰
到不懂总琢磨、学不到手不放弃的执着劲，跟

着师傅边干边学，不到半年时间就掌握了采
油工基本操作技能。

2004年底，采油四厂原油产量实现百万
吨历史跨越。厂里举办了首届职业技能竞
赛，毕业不到两年的魏诚成功入选并代表作
业区参赛。

训练期间，原本只记理论、技能操作零基
础的魏诚，找到了努力方向。他不放过向师
傅请教的机会，常常做题、画图到深夜，生怕
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最终，魏诚荣获采油
工技术能手称号。

随后他三次代表采油四厂参加油田公司
采油工技能竞赛，两次代表油田公司参加国
家级和集团公司级职业技能竞赛，取得 1金、
2银、1铜的成绩……通过技能竞赛平台魏诚
完成了梦想，收获了成长。

传承匠心 只为初心
2010 年底，调任化子坪作业区培训岗

后，魏诚不忘初心，立志改变“竞赛经常全厂
倒数第一”的现状，放大招将所学技能分享
给更多职工。

没有系统的培训计划、没有完整的培训

资料、没有健全的培训制度……问题面前，魏
诚总结出以“三统一、五环节”为核心的培训
方法并在作业区推广应用。

后续竞赛中，化子坪作业区一跃成为技
能竞赛“大赢家”，连续四届蝉联采油工竞赛
个人及团体第一名，全员学技能、大比武氛围
愈发浓厚。

随着竞赛形式不断创新，“选手与教练共
培训”的思路在魏诚脑海中浮现。在厂里的
大力支持下，他带出 10余名技能骨干组成了
教练团队，也承担起了厂、公司级职业技能竞
赛集训教练和裁判的工作。

近10年，魏诚每年授课500课时以上，早
已适应“白加黑”“5加 2”常态化集训模式。
他参与培训的选手代表油田公司在集团公司
技能竞赛中累计取得1金、5银、5铜及团体第
二名的成绩。他参与执教并执裁的全国职业
技能竞赛中，长庆油田 4名参赛选手荣获 2
金、1银、1铜及团体第二名。

他还相继培养出全国技术能手高宗杰、
集团公司技术能手黄博、油田公司技术能手
杨剑南、甘肃省技术标兵胡志才等一大批技

能骨干。魏诚在传承技能的同时，也成就了
匠心报企的梦想。

创新发展 造就未来
2019年，魏诚被聘为集团技能专家，同时

担任中国石油技能专家协会勘探与生产分会
副主任。

近年来，采油四厂着重打造以“程少春工
作室”为核心的“127+N”创新创效阵地，为更
多创新型技能人才搭建成长平台。领衔“程
少春创新工作室”是他作为集团技能专家的
责任，也是由技能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迈进
的重要转型之路。

他带领团队成员先后解决 16项一线生
产难题，参与指导并完成 29项“五小”创新成
果，其中 6项成果荣获全国发明展览会创新
成果奖、全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优秀创新成
果奖、陕西省优秀创新成果奖、中国石油集团
公司一线创新成果奖、长庆油田公司五小成
果奖。

梅花香自苦寒来。4月 28日，魏诚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欣喜之余，他又投身到
创新项目中…… 本报记者 王何军

纵观千年景，遍赏长安春。“五一”小长
假来临，近郊游成为假期出行新风尚。当
露营、市集等新度假模式邂逅古都西安千
年历史，展示出新的消费活力与韧性，成为
带动假期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目光越过千年，昔日门禁森严的九重
宫阙，如今已绿树成阴，芳草遍地，开放成
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绿地公园。这个“五一”
假期，位于西安城北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以露营市集音乐节迎接各方游客，“梦回
大唐·画扇派对”“春夜蒙面舞会”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更是引人入胜。

“在帐篷下放放空，吃吃美食，和好朋
友们一起拍照、玩剧本杀，平时忙碌的身心
瞬间得到放松。而且这里还组织了各种唐
文化相关的活动，增加了露营的趣味性。”
慕名而来的市民隋瑞云说。

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
限公司市场营销策划中心副经理崔娇说，
大明宫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环境优美。通
过露营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轻度假形式，
可以将大遗址保护和文化传承融入青年人
的生活里，赋予文化传承新动能。

春意盎然处，长安万物盛。体验完“露
宿”大明宫的诗意栖居，不妨再去曲水河畔
的“唐朝商圈”逛逛市集。在位于西安曲江
的曼蒂广场，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体验街
区于“五一”假期正式亮相。街区以《长安
十二时辰》IP 打造出一个涵盖美食、手作、
演艺等多种业态的唐朝市井文化街区。

行走于街区里，太上玄元灯、花萼相辉
楼等《长安十二时辰》小说中的场景映入眼
帘，与身着唐朝服饰的丽人擦肩而过，令人

“一秒入唐”。花钿灼灼，衣袂飘飘，沉浸式

体验满足了人们对唐文化体验的新需求，
成为推动文旅商融合的新触点。截至目
前，“五一”假期门票已全部预约完。

在相距曼蒂广场不远的陕西大剧院
里，一场原创的沉浸式互动话剧《大剧院
II：折叠层》吸引了众多“00后”观看。“沉浸
式话剧让整个剧院变成舞台，观众与演员
零距离接触，一些剧情任务的设置还让观
众成为剧情发展的推手，代入感和体验感
都非常强。”观众刘鑫走出剧院后仍意犹
未尽。

“近年来沉浸式娱乐方式不断涌现，深
受年轻人欢迎。《大剧院 II：折叠层》在‘五
一’期间连演六场，票已经早早售罄。”陕西
大剧院制作人赵昕玥说。

尽管面临疫情挑战，但在露营、市集、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休闲模式带动下，千年

古都依旧散发着新的生机。源远流长的文
化历史赋予了消费增长活力与韧性，盲盒、
茶饮等新型消费品也成为推动文旅消费升
级的发力点。

端庄优雅的唐小妃、潇洒飘逸的李小
白……这些曾在西安核酸检测时作为凭证
贴纸形象的“盛唐天团”IP 被制成盲盒，成
为这个“五一”假期当之无愧的“网红”。西
安城墙市场部宣传策划组副主管李松泉介
绍，4月 6日至今，盲盒销售额已逾 25万元。

此外以兵马俑、城墙等热门地标形象
做成的冰激凌，也在这个假期备受消费者
青睐。“这些造型做成冰激凌感觉还挺有趣
的，来城墙玩就一定要买个这样的冰激凌，
然后拍张照，很有仪式感，也算是打卡‘到
此一游’吧。”游客张一峰说。

（雷肖霄 蔡馨逸 张思洁）

西安：越千年看古今 文旅赋能新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