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2023年1月

19
星期四

壬寅年十二月廿八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8256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广大劳模朋友们：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值此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陕西省总工会谨向您和您的家
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
祝福！

过去的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
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这一年，你们扎根一线吃苦耐劳、
默默耕耘，用实干实绩诠释了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用最美的奋斗姿态投身
陕西高质量发展。你们中有瞄准“卡脖子”
技术潜心探索、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和
技术工人；有面对疫情、逆行出征的白衣天
使；有帮着乡亲们脱贫解困、增收致富的带
头人；有坚守三尺讲台为党育才、为国育人
的人民教师；有在危险面前奋不顾身、护佑
百姓的公安干警……是你们在平凡岗位上
追光逐梦，用模范行动续写着劳模故事、劳
动故事、工匠故事，共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
记为陕西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今日
的三秦大地，人人自强不息、处处生机勃发。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相信，广大劳模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示范引导广大劳动群众努力创造
更加灿烂的明天，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新
贡献！

劳模是发展力量，关爱劳模就是推动
发展。全省各级工会要大力宣传劳模的先
进事迹，认真落实劳模的各项政策和待遇，
多为劳模和劳模家庭做暖心聚力、实实在
在的事，让劳模受尊重、享礼遇，让一人当
劳模、全家都光荣，努力营造人人崇尚劳
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岁月更迭，祝福常在。衷心祝愿各位
劳模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事
顺遂！

陕西省总工会
2023年1月19日

致全省广大劳动模范的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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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工人俱乐部原干事张军文退休20年间，创作50多首歌曲，对外
邮寄歌谱数万次均“石沉大海”。新春来临之际，他将歌谱寄给铜川市总
工会，市总组织当地音乐名人抓紧排练——

让耄耋“老工会”过上别样春节

“咱们工人力量大，天大的困难都不怕。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样样事
情都难不倒咱……”1月 16日中午，铜川市耀
州区老城西街的古宅内，传出了悦耳的手风琴
声和浑厚的《咱们工人力量大》歌声。

词曲原作者张军文闭上眼睛，细细品味着
自己最中意的歌曲。“寄出去上千封信了，从来
没人理！我的作品都是弘扬正能量，怎么就不
被重视呢？”随着音乐响起，起初还有诸多不满
的张军文脸上逐渐有了笑容。

“从小就爱好音乐，每天都要寄出去一二
十封装着歌谱的信，我都成了邮局的大客户
了。”张军文自嘲。

在大家的好奇追问下，一直比较沉默的张
军文打开了话匣子。

张军文说，他每月基本要邮寄几百甚至上
千封信，多年来已向多个单位寄过歌谱数万
封，都是自费。邮局对他来寄的信规律也是门
儿清，打字复印部的复印费从5毛变成了3毛，
他早已是那里的熟客。

“1990年，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随着电
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流行起来。在火车上听
见别人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心里特别不认
同。”张军文说，“那一年，我不仅创作出歌曲
《爸爸妈妈一样好》，还花3500元找了藏族小姑
娘把它唱了出来，制作成唱片。”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难以理解这样的行
为，爱人也跟张军文离了婚，但这些并未阻挡
他对音乐的热爱。

儿子在上海，女儿在澳大利亚，平日的大
院子有些冷清，孤独的张军文仅一首《幼儿热
爱共产党》的词就改了无数遍。尽管并未得到
太多人的认可，但他内心未曾有过一丝动摇，
依然执著地坚持把自己创作的作品寄向各处。

“我每天都寄信，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总有
被认可的时候。”张军文坚定地说。

临近春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军文将

一份装有新修改完的《咱们工人力量大》歌谱
信件寄给了铜川市总工会。

“人生能有几个八十年？不管歌曲质量
好坏，就凭老干部依然惦念组织，依然关心咱
工人兄弟，他的执著都值得鼓励和支持。”1月
9日，收到这位“老工会”来信的铜川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何建平说，“在这个寒
冬里，我要用特殊的慰问方式让他的心里暖
起来。”

“慰问物资要有，精神食粮更是关键！”何
建平悄悄邀请本土著名音乐人试唱和拉琴，准
备给张军文一个惊喜。

经过一周排练，张军文的作品被带到了他
的面前。特别节目结束后，跟大家熟络起来的
张军文脸上有了更多笑容。他不仅主动唱起
了自己创作的歌曲《共享和谐大中华》片段，还
兴致勃勃地唱完了自己斥巨资制作的唱片《爸
爸妈妈一样好》：“妈妈我也有勤浇水，爸爸为
我把心操，檐口的小苗长得好，爸爸妈妈拍手
笑，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说爸爸妈妈一样
好……”现场欢歌笑语，古宅也变得热闹且温
暖起来。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 通讯员 刘璐）日
前，经省总工会今年第二次党组会议（第一次
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577名全国劳模发
放专项补助资金 508.6万元，并确保在春节前
发放到全国劳模手中。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关爱劳
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在 2023年新春佳节
即将来临之际，省总工会向我省健在且保持荣
誉的全国劳模及省部级劳模发出慰问信，并发
放慰问金，开展系列慰问活动。

据了解，全国劳模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情
况为：向所有健在且保持荣誉的全国劳模发放
春节慰问金 3000元/人；向已退休的全国劳模

发放荣誉津贴1500元/人；向收入较低、生活困
难的全国劳模发放生活困难补助金、特殊困难
补助金。同时，为7229名省部级劳模发放专项
补助资金 1626万元，分配情况为：向健在且保
持荣誉的省部级劳模发放“双节”慰问金 1000
元/人；向男满 60周岁、女满 55周岁的省部级
农民劳模发放农民劳模生活补助金 3000元/
人；向困难的省部级劳模发放补助金，每人每
年一般不超过5000元。

为了切实增强广大劳动模范的荣誉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节日期间，省总工会还向200位
高龄、困难的省部级以上劳模寄送省总工会温
暖大礼包，大礼包里除了年货外还有健康防疫
用品；向1000名省部级以上劳模赠送了电子读

书卡和春联，送去新年祝福。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省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2023陕西新
年音乐会于 1月 18日在西安音乐厅交响大厅
举办，邀请劳模代表前往观看。

省总工会强调，向全国劳模、省部级劳模
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特殊困难帮扶和春节慰
问专项补助资金，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
对劳模的关心关爱。各级工会要把专项补助
资金发放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严格发放程
序和发放标准，务必在春节前发放到劳模手
中。要在劳模服务管理上持续下功夫，用心用
情用力做好劳模服务工作，加强劳模思想引领
和日常管理，让劳模充分发扬优良作风，做到

“一日当劳模，一生作贡献”。

省总工会开展春节系列慰问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钟振宇）临近春节，省教科文卫体
工会开展“送温暖 走基层”活动，截至目前，已
下拨送温暖专项资金200余万元。

连日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重点走访慰问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陕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业
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科技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陕西省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
中心等单位，为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运动员、劳

模先进和困难职工群众送去了慰问金和大礼
包、春联、读书卡等物品，把“娘家人”的温暖送
到职工心坎上。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化演艺行业，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积极向中国教科文卫体工
会争取专项慰问资金 47.7万元，向 477名困难
职工发放了春节慰问补助，帮助企业和困难
职工共渡难关，让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

开展“送温暖 走基层”活动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本报讯（记者 刘强）1月 17日，2022年度
省总直属机关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
作会议在省总工会机关召开。省总党组成
员、副主席，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永乐点评
讲话，省总直属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省
总直属机关各党委、总支、在职党支部书记、
副书记参加会议。

张永乐指出，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过去一年，各支
部书记认真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省
总直属机关各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得到新
增强，思想建设实现新提升，组织建设呈现
新活力，纪律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等。在肯

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
问题，要求会后列出整改清单，制定整改措
施，深入全面推进省总直属机关基层党组织
建设。

张永乐强调，2023年省总直属机关党建
工作，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中
之重，筑牢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为职
责。把创建模范机关作为主要目标，常态化
开展纪律教育作为基础工作，从严从实抓好
作风建设作为终身课题，以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抓好机关党的建设，为推动工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022年度省总直属机关党组织书记
述 职 评 议 考 核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18 日从
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
网上舆论氛围，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开
展为期 1 个月的“清朗·2023 年春节网络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加强重点
环节网络生态巡查监看，大力整治春节期
间网上突出问题乱象，遏制不良文化传播，
切实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行动开展至 2 月底，工作任务
包括持续巩固“饭圈”治理成果，切实维护
良好网络文娱生态；严肃查处网络炫富、宣

扬暴饮暴食等问题，避免不良风气反弹回
潮；集中查处组织实施网络赌博、网络诈骗
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封建迷信和不良现
象整治力度；严管网络欺凌、网络沉迷等问
题，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深入整治虚假
信息等问题，防止渲染灰暗情绪 6个方面。

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和网站
平台要加大对重点环节巡查力度，确保首
页首屏、热搜榜单、热门话题、热点推荐、
PUSH 弹窗、信息流、评论等环节版块生态
良好。

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3年
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月 18日，在春节
来临之际，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看望慰问了省
总工会老领导刘枢机、黄玮，并委托工作人员
慰问了郭永平、白阿莹，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祝老领导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省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一同慰问。

郭大为每到一处，都与老领导叙家常、问
冷暖，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起居、兴
趣爱好等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工会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工会工作作出的
付出和努力。希望老领导继续保持好精神、好

状态，用好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多为发展建
言，多为工会献策，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社会
活动，精彩过好每一天。

郭大为指出，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历史、
尊重自己。事业在接续奋斗中前进，今天陕西
工会事业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老干部打下的
好基础、留下的好作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
忘本，都不能忘记老干部的贡献，一个尊重老
干部的单位才有凝聚力、发展力。“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是社会文明风尚，要自觉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推动形成尊老敬老爱老的浓

厚氛围。
郭大为强调，老干部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老干部政策，关心老干
部生活，听取老干部意见，让老干部感受到组
织的温暖，更好地发挥老干部作用，对各项事
业发展至关重要。要用心用情用力服务老干
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让他们的
晚年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要不负老领导期
望，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
工群众的基本职责，把工会工作干得一年更比
一年好。

郭大为看望慰问工会老领导

本报讯（郭玉荣 张翟西滨）1月 12日，咸
阳市工会系统“新春走基层 祝福送职工”主题
活动拉开帷幕。截至目前，2023年咸阳市县两
级工会新春“送温暖”活动走访企业 158家，慰
问职工12802人，投入资金445万余元。

咸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深入咸阳杜克普
服装有限公司、西北一棉社区、市路桥公司、市
第一人民医院、永寿县帮扶村等 19家企事业
单位，为1930名职工和213名各级劳动模范送

上“防疫爱心包”“时令果蔬箱”等慰问品。
三原县总工会为 16家单位的 580名一线

职工发放“新春大礼包”；彬州市总工会集中慰
问 795名环卫、绿化工人、困难职工等，为他们
送去电热毯、床单被罩、药品、米面油等“暖心
大礼包”；秦都区总工会为辖区 8个街办、3个
职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的 1427名新业态劳动
者和农民工累计发送“爱心早餐”12287份，把

“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开展“新春走基层 祝福送职工”活动
咸阳市总工会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1月 17日，省交通
运输工会、西安市总工会和西安市物流行业工
会联合会三级联动，在西安聚盟公路港物流园
区内举行“货车司机‘红色方向盘’党建暨春节
慰问活动”，为党员货车司机送出“党的二十大
学习资料”，贴出陕西首批党员货车司机“红色
方向盘”标识。

活动现场还为货车司机发放暖心三件套

及春节慰问品，包括保暖护膝、围脖和手套等。
据了解，“货车司机‘红色方向盘’党建活

动”是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长期有效落
实“党建带共建、共建促党建”的又一生动案
例，该活动将作为西安市物流工会的“月度”特
色活动延续下去，预计将为上千名党员货车司
机张贴“红色方向盘”标识，在全国树立陕西货
车司机的品牌形象。

陕西贴出首批党员货车司机“红色方向盘”标识

1 月 18 日，
临近春节，西安
永兴门广场夜
景璀璨靓丽，城
墙的花灯光彩
夺目，吸引市民
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璀璨古城璀璨古城 靓丽新春靓丽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