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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 ，
国网山阳县供电
公司开展“一停
多用”综合检修，
抽调基层供电所
精 干 力 量 40 余
人 ，对 10 千 伏
136 市区Ⅲ线进
行综合检修。图
为检修人员正在
进行刀闸及避雷
器更换作业。

□王森 摄

彬 长 矿 业 文 家
坡矿积极推行“一名
部门副经理以上管
理人员，包保一个区
队班组，提供N项服
务”的安全联保工作
机制，进一步提高了
部门服务职能和联
保人员履职能力，为
百日安全生产顺利
开 展 夯 实 了 基 础 。
图为职工巡查矿井
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甄景林 摄

刘轶正在更换车载色灯信号机。

“刘炜琪拿上测试仪和万用表，跟我去驾
驶室，索德生和胡振邦查车底设备，大家要认
真检查，数据分析一定要准确，不能留下任何
隐患。”9月 10日，在国铁西安局安康机务段
车载设备车间，库修工区副工长刘轶向大家
进行作业前的分工安排。

车载设备车间负责安康机务段配属的
246 台货运机车车载设备和 104 台轨道车
GYK设备的日常检修、LKJ数据换装等工作。

车载信号设备被称为机车的“大脑”。机
车入库后，库修工区的职工要对其进行检查
测试，对机车运行中的各项数据进行调阅分

析，如果发现隐患，要及时整改处理。按照
2022年设备秋检计划，从8月10号开始，安康
电务段就对管内 246台机车的车载信号设备
展开地毯式检查，边检查边整改，确保机车安
全越冬。

分工妥当，准备工作就绪，大家背着工具
袋来到机车上。此时室外温度 30摄氏度，在
烈日暴晒下，机车内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

刚迈进车厢，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工
长，机车里咋这么热呢？”刘炜琪回头问。刘
轶解释道：“机车里有成千上万个部件，它们
一起启动，会产生非常高的热量。加上机车
内相对密闭，它就像一个‘闷罐儿’，把热量
全捂住了。”

听到这里，刘炜琪打趣道：“这样的天
气，能在‘闷罐儿’里免费蒸桑拿，咱也算是
赚了！”

按照标准化作业程序，刘轶和刘炜琪照
例首先对双面八显示车载信号机、LKJ显示
器、MMI等设备的紧固装置和显示情况一一
进行了常规检查，确认无误后，刘轶带着刘
炜琪进人到机械间，熟练地打开LKJ主机。

站在狭窄的通道里，两人相互配合，用
测试仪器对各技术参数逐一进行测量，逼仄

的空间有些闷热，不一会儿，他们的衣衫就
被浸湿了，汗水也开始在脸上恣意流淌。顾
不上擦拭，他们专心致志对比着参数。

在昏暗的地沟，索德生打着手电筒，和搭
档胡振邦仔细检查机感线圈。发现线圈外有
油垢后，他拿出一把小铲刀，弯腰、蹲身，开始
小心铲除油垢……

几分钟后，胡振邦主动接过铲刀，继续重
复着索德生的动作。铲除完油垢，他们又用
棉纱将机感线圈擦拭干净，擦拭后的线圈立
刻洁净如新。

“机感线圈一定要保持清洁，不然会影
响机车接收地面信号。”钻出地沟，索德生擦
了擦额头的汗水对胡振邦说。前后不过十
几分钟，他们工作服上留下了斑驳的印迹，
双手也沾满了油污。

11时 10分，HXD11206机车车载信号设
备全部检查完毕。刘轶启动电源，再次核对
机车信号显示和各参数，确认一切正常后，
机车顺利交付，大家收拾好工具材料，走向
下一台机车。 □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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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一系列重要讲话、一个个重大部署、一项项

有力举措，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
巩固。

十年来，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
升——

2021年仲夏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
馆。一年多来，前来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
绝，人们在这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感悟一个伟大政党的初心使命。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根铸魂。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
一个。”

2021年4月25日，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馆，走到油画《陈树湘》前，习近平总书记由衷
感叹。

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纪念碑前每一个
庄重的鞠躬、纪念馆内每一次深情的凝望、对英
雄故事每一回动情的讲述，都彰显着对中国精神
的崇尚与弘扬。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
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

从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
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到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再到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
学习大国建设……理想信念的根基更加牢固，精
神文明的花朵愈发灿烂。

放眼新时代，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竞相闪耀。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中秋佳节，杭州良渚，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
分馆“文润阁”用镜头记录了月光下的诗情宋
韵。月光千年未变，时代已万象更新。

2022年 7月底，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
这座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护文明之火种、传
永续之文脉，充分体现着我们党传承发展中华文
化的高度自觉、汲取历史智慧更好走向未来的历
史主动。

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
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鲜明提出“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推动下，中华文脉
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凝聚力、影响力——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等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实
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

深入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梳理，摸清文化资源
家底，文化遗产保护跃上新台阶，我国有 42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
居世界第一；

《记住乡愁》《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唐

宫夜宴》等电视节目“圈粉”无数，传统节日文化
深入人心，文物热、非遗热等纷纷兴起……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
活，焕发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

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向世界
介绍中国经验、传递中国声音；多层次的文化交
流广泛开展，“感知中国”“欢乐春节”“四海同春”
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全球掀起中国热……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
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
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
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
神动力。”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在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中，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推
动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戴上AR眼镜，探寻“稀世珍宝”伯矩鬲背后
的故事；在虚实融合的数字空间中，沉浸式“云”
游敦煌莫高窟……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科技与文化相融合让参观者“跨越千里、
穿越千年”。

“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促进基层文化
设施布局优化和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支持文化产业发展……”2022年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文化惠民“大礼包”，让人民群众切
身感受到“文化小康”带来的幸福感。

十年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我国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
更加繁荣的生动景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
自信明显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面
迸发。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
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全国政协委员，强调“要坚
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
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新时代的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电视剧《觉

醒年代》《山海情》等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关
怀；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
事》等生动讲述脱贫攻坚故事；长篇小说《人世
间》《主角》等现实题材佳作摘得“茅盾文学奖”桂
冠；歌曲《坚信爱会赢》、话剧《护士日记》等讴歌
疫情中的凡人英雄；复排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创新形式再现英雄形
象；重大主题文艺活动《奋斗吧 中华儿女》《伟大
征程》等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姿多彩——
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十年来，我国

深化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截
至 2021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2542
个，公共图书馆 3215个，文化馆 3316个，博物馆
6183个。到目前为止，实现了所有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和大部分博物馆免
费开放。

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
世界的最深处探寻，文化强国建设步履矫健。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
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绚丽新篇。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为孩子们搭建温馨“家园”
9月，又是一年开学季。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有 4所焕然一新的

幼儿园开始使用，漂亮的大楼、宽阔的操场、
明亮的教室、完备的设施……这些都出自陕
建装饰集团员工之手，他们为孩子们搭建了
一个温馨优美的“家园”，让小朋友们在此开
启新的生活。

6月下旬，陕建装饰集团接到一项紧急任
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
第二幼儿园、第四幼儿园、第五幼儿园、第八
幼儿园4所幼儿园的装饰改造，确保9月投入
使用。

项目人员进场后，立即着手准备，他们兵
分四路，由项目经理总抓，每 3人负责一所幼
儿园的施工管理，于 7月 10日同时开工，500
多人迅速掀起了大干热潮。

第五幼儿园是 4 所幼儿园中面积最大
的，建筑外观呈“E”字形，室内装饰面积达
8100平方米。其装饰改造工程比较复杂，大

到消防喷淋系统的二次改造、火灾报警器和
网络监控的设置和100多台空调的安装，小到
吊顶和灯具的安装以及地面墙面的装饰等，
给施工人员带来了不少难题。

针对幼儿园工程材料种类多、环保要求
高等实际情况，项目部列出材料目录，进行招
标。在选择可靠的材料供应商后，对所进材
料逐一进行实物公示，同时联系建设单位和
监理现场及时取样，经过多方严格把关，所需
材料全部达到绿色环保标准。

材料确定后，怎样将工程干得更好，这是
项目部特别重视的问题。

项目部优化技术方案，将走廊石膏板吊
顶改为铝格栅吊顶，既漂亮美观，又避免了因
抹灰喷涂而造成的污染。在地面铺设时，将
瓷砖改为轻盈的品饰面板，特别适合孩子们
在上面玩耍。

室内装修还有一大特色：将所有的方
柱全做成圆柱，并在顶部向外延伸，呈蘑菇

状，圆润又美观，能最大限度减少磕碰给孩
子们带来的伤害。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教
室、办公室、活动室的门缝处都加了海绵
条，用这样的人性化设计，为孩子们的安全
保驾护航。

幼儿园改造工程作为一项公益项目，体
量大、工期短、质量要求严、工序穿插多，如何
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装饰任务呢？

项目部倒排工期，划分任务，明确各自的
时间节点，4个工地开展施工竞赛，谁也不甘
落后。每天晚上召开碰头会，通报进度，落实
每天要完成的任务。

特别是 7、8月份，西安暑气蒸人，酷热难
耐。项目部克服高温困难，大干三伏天，经过
日夜拼搏，终于在8月15日完工，工期提前了
15天。西安国际港务区和西安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到现场参观后纷纷称赞：“陕建，真不
愧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

□王雄文 何旭

——陕建装饰集团承建四所幼儿园改造工程小记

“李师傅，你的头发都长这么长了，该理
理了。”

“可不是嘛，但最近实施封闭管理，没地
方理发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神南产业发展公
司神南学院党支部书记魏金鑫得知职工理发
难的问题后，积极策划发起了“义务理发，温

暖一线”志愿服务活动。
一把椅子，一块围布，加上电推剪、梳子、

剪刀等理发工具，一个“微理发店”便在公司
勤学楼一楼西侧大厅开张了！

伴随着“嗡嗡嗡”的声音，电推剪在“理发
师”李虎明的手中“飞舞”起来。不到一刻钟，
李虎明便为不少职工剪好了清爽干练的发
型。焕然一新的面貌不仅提升了大家的精气
神，更增强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坚守在一线的职工和防疫工作人员都
很辛苦，能够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助他们，我很

开心。”来自维修中心的“理发师”高伟智说。
“理发师们”先后为 200多名职工提供了

免费服务。考虑到一些在岗职工因上班无法
到达现场理发的情况，“理发师们”主动提供
上门服务，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在宿舍为他们
理发。

“这手艺不赖，快赶上专业理发师的水
平了。”“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解决了理发
难的问题。这件事情虽然小，让人觉得很温
暖。”剪好头发的职工纷纷对“理发师们”竖
起了大拇指。 □刘莹 陈帅帅

职工变身“理发师” 温暖服务从“头”开始

在汉中市勉县公路段，有一位被
大家伙称为“老交通”的职工，他在公
路上奋战了数年，不仅业务能力突
出，还勇于担当，待人和善，他就是王
瑞——一个时刻用行动践行着公路
职工初心使命的人。

近期，勉县公路段接到上级命令，
抽调人员加入高速公路各收费站交通
防疫组。“在收费站工作，接触的是天
南海北的司乘人员，危险系数较高。
但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应该顶上去。”
王瑞第一时间报名，并立即前往勉县
茶店镇防疫点，严格按照要求逐一登
记过往车辆和人员，协助医护人员测
量体温。

王瑞每天忙着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他正
在上高中的儿子说：“爸爸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
好几天都见不着他，就算见了面，相处的时间也
非常短暂。”

前不久，王瑞的妻子因胆结石突然发作，疼

痛难忍，便给他打电话。王瑞那会儿
正在登记驾驶员的信息，抽不出时间，
妻子只能忍着疼痛自己叫救护车去医
院。“老婆住院期间，我也只能在倒班
期间去陪一陪她。”想到这里，王瑞觉
得自己愧对孩子和家人。

工作中，他从不挑肥拣瘦，一切
行动听指挥，服从组织的安排。近一
年内，先后在多处收费站执勤。他牢
记自己的岗位职责，严格查验出入
收费站的人员信息、体温、去向、联
系方式、投靠亲友等信息。耐心对
待每一位来访者，对出现发热症状
的人员指导转诊，做到了全面覆盖、
不漏一人。

王瑞还是个“热心肠”。前不久，
他在汉中西高速收费站工作时，遇到
一位走失的老人。他将老人送到了附

近的派出所，并与民警一起联系到了老人的家
人，直到其家人过来将老人接走，他才放心离开。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和交通战线的职工，王瑞
用实际行动履行着交通人的光荣使命，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全。

□徐立生 魏晓宝

“感谢服务队，远程帮我解了难题。”9月
13日，远在浙江打工的洛川籍小伙贾小强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特意打电话感谢国家电
网陕西电力（延安洛川）共产党员服务队。

贾小强在洛川县城购买了单元房，因急
于外出打工一直未办理电费过户更名业
务。今年 9月，他儿子的学校需要提供居住
小区的水电费等缴费凭证，可家里只有年迈
的父母。远在外地工作的夫妻俩急得团团
转，于是将电话打到了服务队。

了解到他家情况后，队员们远程指导贾
小强下载了“网上国网”APP，通过刷脸网上
实名认证，按系统提示上传了购房合同、身份
证等过户信息，并在第一时间为他审核资
料。几分钟后，就为贾小强打印了今年以来
所有的电费票据，并专程送到他家中，确保他
的孩子顺利入学。

贾小强的例子，只是服务队远程办业务、
为客户解难题的一个缩影。

服务队积极发挥各台区经理的作用，队
员们利用三级“微服务群”、朋友圈、抖音小
视频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在每月
10 日的“网上国网”宣传日，队员们走进小
区、广场等，为客户介绍线上缴电费优惠政

策、每日签到获取金币、线上打印电子发票、
峰谷电价变更、换表信息查询等功能，让他
们享受到足不出户的指尖办电便利。

“受今年入学政策影响，我们最多时在
一天内办理了 20余户的更名业务。”服务队
副队长白芳说，“来电咨询的客户，我们会
指导他按步骤办理，争取做到‘一个需求电
话，解决完所有事’，让服务多跑路，让客户
少跑腿。”

据统计，该所共管辖客户 2.9万户，目前
“网上国网”APP覆盖率已达到 90%以上。下
一步，该所将继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
提升“网上国网”APP月活率，让网上国网落
到每家每户。 □王晓侠 薛晓娣

让服务多跑路 让客户少跑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