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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每一位共和国奋斗者
———写在建党百年之际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时光的坚守里
见证精神传承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走进“百名劳模图片展”，仿

佛走入了一个时光隧道。一张张

照片、一件件实物，满载时光的

记忆，带来心灵的震撼———

“边区工人”赵占魁，在高达

上千摄氏度的熔炉前，穿着湿棉

袄代替石棉防护服，终日汗流浃

背，从不叫苦叫累；大庆“铁人”

王进喜，立下“宁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

言；产业工人许振超，先后 6 次
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振

超效率”令世界惊叹；“金手天

焊”高凤林，先后为 90多发火箭
焊接过“心脏”，攻克了航天焊接

200多项难关，成为航天航空领
域首屈一指的“大国工匠”……

他们的名字，普通又不普

通；他们的事迹，平凡又不平凡。

他们，见证着中国人勇攀高峰的

坚定志向，折射出劳动者的精神

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召

开 16次表彰大会，表彰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超过 3 万
人次。

时代在变，奋斗底色不变。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的劳模精神，正是新时代奋

斗者的人生注脚。

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沿线，

盛开着老挝的国花———鲜艳的占

芭花。这里，还有一位美丽的“中

国占芭花”———中国中铁中老铁

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马玉蓉。

协调项目建设、规范采购招标流

程，组织开展“中老铁路课外辅导

员”活动，让老挝孩子们更多地了

解中国文化和中国铁路……在异

国他乡，她看着铁路一寸寸延伸。

一守，就是 11年……
走进中车四方钳工宁允展

的家，小小的阳台上，摆满了各

种五金装备，这是他下班后继续

磨炼技艺的“微缩版”车间。50微
米，比发丝还细，是他精雕细琢

的最大空间。他研磨的是高铁列

车转向架的关键部位定位臂，相

当于列车的“脚踝”。

研磨、报废、再研磨……10
多年如一日，宁允展在研磨工艺

上精益求精。他发明的研磨操作

法将研磨效率提高了 1倍多，使
长期制约转向架批量生产的难

题得到破解……

他们中，有科技创新一线的

“排头兵”，有重点项目建设的

“领头雁”，还有许许多多平凡岗

位上苦练内功的劳动者……每

一位奋斗者都是共和国的财富、

新时代的基石。

岁月的流动中
奏响奋斗强音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清晨不到 7点，37岁的房浩
已“潜入”地下。作为中铁十九局

合肥地铁 2 号线项目经理，“做
城市地下的样板工程”是他对自

己和团队的要求。

参加工作 16年来，他把工地
当成了家，一年有 300多天坚守
在施工现场，常常值班到深夜。工

程专业出身的他爱琢磨，分析各

专业特点、总结施工经验，思考施

工技术、方法有哪些改进空间。

“每个岗位有每个岗位的责任，每

个职业有每个职业的担当，靠的

都是一个‘勤’字。”他说。

千里之外，中建三局北京丰

台区小瓦窑项目机电设备负责

人曾富国正在对施工人员进行

清晨班前安全提示。再有一年

多，59岁的他就要退休了，但“把
安全规章扎扎实实落实到每一

个施工环节”早已融入了他的生

命，一点都不能马虎。

“工作 30多年，我最骄傲的是
从没出过一起责任事故。”他说。

扎扎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劳

动。在中国奋进的脚步里，劳动

和奋斗是最强劲的脉动。

“桥吊作业好比是在高空‘穿

针引线’。”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三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班大班

长竺士杰说。在 40多米的高空，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和规格不一

的船型，他和他的班组总能快速

而准确地完成集装箱装卸。

从一名技校生到全国劳模，

从独创高效率桥吊操作法到带

动团队一同创新……工作 20余
年来，竺士杰用持之以恒的坚守

和精益求精的追求，展现了平凡

岗位上劳动者的风貌。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

不会自动成真。”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余年来，
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前赴后继

的艰苦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焦裕禄、邓稼先、杨善洲、屠

呦呦……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闪

耀的是一代代人的劳动精神；

“两弹一星”、红旗渠、“神舟”飞

天、“玉兔”落月……一个个光辉

的坐标，凝结的是无数人的奋斗

情怀。

时代脉动里
梦想集结起航

4 月 27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五星穹顶璀璨夺目。

外卖小哥宋增光站到了领

奖台上，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首位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

卖骑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

是属于整个外卖骑士群体的荣

誉。”自 2014年入行，宋增光已
经在配送行业耕耘了 7年多，从
骑手晋升为站点站长，辅导了超

过 400名骑手。

“五一”前夕，在珠海情侣南

路施工现场，一年多未回家的中

建一局技术员赵智鹏，依旧十分

忙碌。

走南闯北建设工程，每年与

家人团聚时间少之又少。加上去

年疫情严重，这个项目的十几名

员工一直在一线没能回家。

“在施工现场风吹雨打，和

家人聚少离多。但当我们看到亲

手建设的城市越来越美，内心无

比自豪。”赵智鹏说。

有梦的人生才精彩，奋斗的

时光最美丽。

32年前，电力小伙胡少君把
“万家灯火中那盏不灭的光亮”

作为自己前行的动力和目标。如

今，身为国网江苏海安市供电公

司输变电运检中心一班班长的

他仍然奋斗在一线。在高达五六

十米的铁塔上，他手把手带领年

轻一代的工人，从一般人难以注

意的细节里，分辨出线路设备细

微的异常运行状态……

“让城市与城市之间快速通

达”，是铁路设计师郑洪多年的

梦想。由他牵头设计的长三角一

体化重要项目沪苏湖高铁正在

加紧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正

逐步由梦想变为现实。这位中国

铁建铁四院副总工程师的案头，

层层叠叠的设计图纸，堆起来足

有半米多高……

每一个追梦的姿态，都将被

定格为历史；每一滴奔跑的汗

水，都将浇灌出未来。

“个体在努力创造幸福人生

的同时，也在参与创造伟大时

代。一个个小目标连在一起，企

业的发展愿景一点点实现，国家

就能前进更快、走得更远。”全国

劳模、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炎顺说。

梦想为舟，奋斗作桨；征途

漫漫，唯有奋斗。

新的征程已经展开，时代在

召唤：来吧，每一位奋斗者，让我

们集结再启程！ （据新华社）

奋进新征程，劳动铸辉煌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

来。在全国上下正以奋发有为的

新业绩喜迎建党百年之际，全世

界劳动者的共同节日“五一”国

际劳动节即将到来。我们向所有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不懈

奋斗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崇高

敬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

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亿万劳

动者一起矢志奋斗、不断攻坚克

难创造辉煌的历史。我们不能忘

却，一百年前，旧中国山河破碎、

生灵涂炭、经济凋敝、民生艰难；

我们共同见证，今日之中国，综

合国力大幅跃升，锦绣大地气象

万千，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14亿人民团结奋进、意气风
发……百年沧桑巨变，神州换了

人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以前所

未有的自信心态和昂扬姿态迈

向未来。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

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

于广大劳动者和中国人民的拼

搏奋斗和劳动创造。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人民才是真正的英

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源

泉。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方针，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我

们的事业就拥有蓬勃发展的不

竭动力。

幸福之花用汗水浇灌，梦想

之舟靠劳动驱桨。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

基础上，14亿中国人民正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前进道路上，我们

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走过

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奋进

新时代，书写新篇章，必须靠广

大人民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

造性劳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调动起亿

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让一切劳动创造的源泉充

分涌流、竞相迸发，才能汇聚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强大力量。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依靠

劳动开创美好未来，必须切实

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要

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制度，推动构建产业

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加大在岗

培训力度，完善技能人才激励

政策，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要

坚持造福劳动者，千方百计稳

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健全工资

合理增长机制，推进职工普惠

性服务制度建设，维护好包括

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在

内的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健

全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防和

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广大劳动

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充分发扬主人翁精

神，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

跟党走，发扬优良传统，担当历

史使命，■力同心、团结奋斗，定

能以劳动创造不断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铸就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

� � 4 月 27 日，2021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建功‘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 会上表彰了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五月的 鲜 花 开 遍 原
野， 又一个劳动者

的节日向我们走来！
建党百年之际， 回望奋

斗史， 瞻望奋进程， 田间地
头 、工厂车间 、科研一线 ，一
代代劳动者奋力奔跑。 他们
跃动的身影， 定格成奋斗中
国最美丽的画卷， 汇聚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