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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在延安枣园革命旧址亲切看望慰问省劳模疗养团全体成员。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6月 22 日上午，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在延安枣园革命
旧址亲切看望慰问来此参观学习的省劳模疗养团
全体成员。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经审委主任刘伟，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一同看望。

郭大为指出，延安是革命圣地和劳模精神的发祥
地，组织劳动模范到延安进行疗休养活动，意义非
凡。各级工会组织要以“娘家人”的情怀和担当，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用劳模精神服务劳模，切实解决
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维护好他们的健康休
息等合法权益，让劳模有尊严、享待遇、作奉献，在
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郭大为强调，劳模工匠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中的杰出代表，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
贡献。大家要珍惜在一起疗休养的机会，注重相互
交流学习，学学相长，博采众长，共同提高，树牢“一
日当劳模、一生作贡献”意识，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
热情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去，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创
新实干，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由省总工会组织的 2022年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
健康体检和疗休养活动于6月7日启动，此次活动为今
年第二批，共有来自全省各地区、各行业的 50名省部
级以上劳模参加，活动内容包括健康体检、参观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等。据悉，今年省总工会将分四批共组织
220名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进行省内疗休养活动。

6月中旬的秦岭，群山莽莽，万
木苍苍。在大山深处的工地上，
烈日的炙烤蒸腾出一股股热浪。
位于秦岭九天山 1 号斜井的活动
板房内，来自云南的小伙杜云与
工友王树和正专心致志地翻阅着
心仪的书籍，精神的化育氤氲出
灵魂的清凉，燥热似乎也在渐渐
消退。这是他们工休时最惬意的时刻，也
是在心连心流动驿站里最美好的时光。这
一切都源于中铁七局三公司工会落实省总
工会开展“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的具
体行动。

确定宗旨 搭建机构
中铁七局三公司西康高铁标段地处商

洛市境内，横跨柞水县营盘镇和镇安县回
龙镇，主要工程为 6 座隧道、7 座桥梁，1 段
站场路基，全长 31.965 公里，总工期 5 年。
在职员工和劳务派遣工达 1200 多人，是公

司在建项目中规模最大、难度最高、人数最
多、要求最严的一块“硬骨头”。面对工期
紧、任务重、人员多、生活条件不便等问题，
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激发职工的建设热
情，助力西康高铁项目高质量运行，成为工
会主席李社利重点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这段时间，陕西工会系统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正开展得如火
如荼。早在 2021 年 4 月底，省建设工会就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在陕建设工程项
目部职工学堂、应急医疗服务站、职工休息

站、项目书屋、亲友接待室的实施意见》，
为关心职工生活明确了方向和目标。李社
利决定依托现有资源，通过打造心连心流
动服务站为所有员工“量体裁衣”送服务，

“问需解难”送温暖，以便利化、人性化、专
业化的服务，全面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安全
感和幸福感。

2021 年 7 月，项目正式开工后，公司就
把心连心流动驿站的建设纳入议事日程，
组建专班负责日常管理，“职工有诉求，我
们有保障；职工有困难，我们能帮扶。”项目

部工会主席李社利睿智的目光中
洋溢着坚定和温暖。

无微不至 服务职工
很快，由流动大学堂、流动微书

屋、流动理发店、流动电影院、流动
医疗站、流动小超市、亲友接待室组
成的心连心流动驿站成为项目部最
受关注的亮点。

在管理上，公司将项目部与五个工区联
为一体，由服务总站统筹协调，按照“标识
统一、场地规范、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管
理规范、专人负责”五项标准配备人员和
物料，按需供给，定期考评。“别看驿站就
建在活动板房内，面积不大，但却很费心
思，每个环节都得考虑周到。”谈起流动驿
站的建设情况，流动驿站组长、西康高铁项
目党支部书记白稳超深有感触。目前心连
心流动驿站建立总站 1个，分站 2个。

（下转第二版）

“量体裁衣”服务职工零距离

打造心连心流动驿站中 铁 七 局
三公司工会

本报讯（张婷）6月22日，全省人大“民情
五步工作法”观摩交流会在延安市召开。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
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人代选工委主任李
保存主持会议。

郭大为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凝聚民心民
智民力的民主，是代表能量充分发挥的民
主，是实践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的民主。宝
塔区在人大工作中探索推行的“民情五步
工作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
实践，管用好用、可学可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
精髓要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围
绕大局开展人大工作的鲜明主题，把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做好新时代人大工
作的具体行动上、实际效果上。做好人大
工作重在做好代表工作，要增强代表工作
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加强代表能力建设，广
泛宣传代表先进事迹，为代表履职营造良
好环境。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要健全代表联系服务机制、代

表奖惩激励机制、代表知情知政机制，把
“百姓盼的”和“政府干的”紧紧连在一起，
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共建共享。人
大工作的高质量取决于代表的高素质，要引
导代表想干事、干成事，鼓励代表说实情、建
真言，勉励代表做表率、守规矩，把党对新时
代人大的履职要求转化为实践成果，不断完
善人大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进一步丰
富和拓展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
方式，不断增强工作的创新性、实效性，以实
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宝塔区冯庄乡

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和康坪村棚栽产业、
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代表联络站和民宿产
业。会上，西安、延安、安康和宝塔区人大
等 6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西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
虎，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黑树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戴毅力，
人代选工委副主任艾延河，各设区的市和
韩城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区县人
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宝塔区部
分乡镇人大主席参加会议。

全省人大“民情五步工作法”观摩交流会在延安召开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书写新中国军工的“创业史”
——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成功举行

6月 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
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
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阿莹
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西安
等地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
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
主任李朝全，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中
宣部文艺局文学处处长胡友笋，陕西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武勇超，陕西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齐雅丽，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
陕西作协副主席安广文等出席会议。研讨
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天
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蒋子龙发来视频发
言。南帆、孟繁华、白烨、潘凯雄、梁鸿鹰、
胡平、贺绍俊、王尧、刘琼、李舫、孔令燕、谢
有顺、王金胜、饶翔、刘大先、丛治辰、李云
雷、赵宁、宋嵩、崔庆蕾，肖云儒、李国平、王
春林、李震、李浩、穆涛、段建军、弋舟、杨辉

等知名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会。
小说《长安》以近 50 万字的篇幅，讲述

了筹建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企业的历程。该
书从 2021 年 7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
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好评，入选中宣部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国小
说学会 2021 年长篇小说排行榜、第六届长
篇小说年度金榜特别推荐，作家出版社
2021年度好书榜。

李敬泽在致辞中谈到，《长安》是一部很

重的书，一方面重是自身的思想、艺术和经验
的提炼，一方面小说描写的是新中国国防工
业的发展史，是文学中工业题材创作一个很
重要的收获。这部书展开了一个非常独特
的社会史视野，我们所看到的绝对不仅仅是
一个工厂的建立，是一整套社会组织的建立、
社会生活方式探索的建立，是放在新中国大
的历史脉络、背景中去认识的。《长安》同时
也是新中国的故事，是书写新中国人民史诗
的一个重要进展和收获。 （下转第四版）

郭大为在延安看望省劳模疗养团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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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6月 21日至 22日，省总工
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赴延安调研工会工
作，察看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建设情况。省总
工会一级巡视员安强，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宋殿勇
等参加。

6月 21日，王军首先来到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
学院察看项目建设情况，为一线建设者发放送清凉
慰问品。当晚，在延安大礼堂观看党史教育剧《南
泥湾》。22日，参观杨家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旧
址和延安工人学校旧址。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
延安市总工会工作汇报和省总工会赴延安蹲点组
工作汇报。

王军对延安市总工会和省总工会赴延安蹲点
组工作给予肯定。他表示，要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
领，抓好职工宣传教育工作，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广
泛开展“学四史、讲三忆、感党恩”等活动，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深入推进产改
落实落地，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不断提高劳
模工匠待遇，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建功立业，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切实做好职工
维权服务工作，积极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抓好源
头维权，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环
境。要抓好工会党的建设，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和作
风建设，做实“十改”“十问”“十努力”，巧干、实干、
加油干，干出工会工作新气象。

王军赴延安调研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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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发力布局新基建 2021年投资超4000亿元
■三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
■进博会已签约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60 家
■第七批国家药品集采工作启动 拟于7月上旬开标
■中国研究团队发现能诱导出全能干细胞的药物组合

本报讯（朱彬）6月 21 日，陕西省总工会举办了
2022 年度“道德讲堂”暨劳模精神进机关宣讲活
动。活动邀请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巡特警大队
副大队长王排、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三科护士
长刘胜妮、中国航天六院高级技师何小虎、西安市
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坊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周建玲宣讲。

劳模们用亲身经历和成长故事，分享了他们在
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和各自岗位上踔厉奋斗、职业筑
梦的心路历程，讲述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大
家纷纷表示，作为工会干部，要坚持不懈弘扬和学习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不断
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争做服务职工的劳模、服
务工匠的工匠。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立足
岗位担当作为。

省总工会举办“道德讲堂”
暨劳模精神进机关宣讲活动

6月21日，袁家圪堵村社区工厂的村民在加工柳
编产品。神木市尔林兔镇袁家圪堵村地处毛乌素沙
地南缘，镇域内布满沙柳、旱柳等植物。为发挥其独
特的资源优势，村里成立社区工厂，制作、加工、销售以
柳编为主的陕北传统工艺品。 陶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