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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英烈精神 凝聚先锋力量

公司各基层项目部广泛开展清明缅怀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 青山有幸埋忠骨，烈士
墓前探英魂。清明节来临之际，中铁二局各
基层项目部纷纷组织员工前往当地革命烈
士陵园、革命历史纪念馆等，通过敬献花篮、
肃立默哀、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以最诚挚
的敬意向革命英烈表达哀思。
4 月 3 日，五公司南京地铁 7 号线项目部
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展
“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清明祭扫活动。在纪
念馆内，大家神情凝重地参观记录了当年侵
华日军屠杀暴行的图片、文字、影像等历史
档案资料，了解南京大屠杀背后的真相和种
种史实。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悼念广场、
墓地广场、祭奠广场等 3 个外景陈列场所到
日军侵华图片、
“ 万人坑”遗址等室内展馆，
一段段沉重的文字、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图
片、一件件确凿无疑的史料事实，使党员干
部再一次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骇人听闻的
侵略罪行，激发了大家的爱国情怀、历史责
任感和进取意识。
（王 益）
4 月 4 日，四公司无锡地铁 3 号线 03 标项
目部组织员工到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 争做开路先锋”清明祭扫活
动。在庄严的纪念碑前，项目员工统一着工
装，手持白花，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圈和鲜花，默哀致敬。项目经理作为
员工代表在纪念碑前献词告慰先烈，项目全
体党员在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词，表达为
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仪式结束后，大
家参观了烈士纪念馆，认真聆听了讲解员对
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的现场解说，接受红色洗
礼，一同寻找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足迹与情
怀。
（李 冰）
“每年清明我都会来这里，这座纪念碑
是为了纪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烈士修
建的，他们的牺牲值得我，也值得祖国和人
民永远铭记。”4 月 4 日，三公司北海恒大项目
部组织全体党员和部分青年员工前往北海
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时，偶遇一位曾
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这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老人用他有些沙哑的嗓音向大家
讲述了当年的经历。参加活动的员工们纷
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革命先
烈的爱国精神，立足岗位，敬业奉献，以开路

①

③

②
先锋之名，
争做新时代的英雄。
（江 鹏 吴 磊 金 山）
4 月 5 日，一公司玉楚高速 11 标项目部
组织员工前往云南易门县革命烈士陵园开
展祭扫活动。大家认真聆听管理人员讲解
了 1950 年开展的征粮剿匪斗争中牺牲的 78
名烈士和抗美援朝等革命斗争中牺牲烈士
的先进事迹。项目部团员和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还对陵园内的卫生和烈士墓碑进行了
清扫。贵阳轨道 3 号线一期工程土建一标段
项目部的 20 余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
青年来到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图云关

旧址。在烈士纪念碑前，大家手拿白色菊花
分排肃穆站立，鞠躬默哀，深切缅怀为建立
新中国牺牲的革命先辈。
（陆思源 黎文武 谭琼芳）
每逢清明时节，新运公司成昆铁路峨米
13 标项目部都会组织员工前往成昆铁路烈
士陵园，祭奠为修筑成昆铁路而英勇牺牲的
铁道兵战士和铁路员工，2019 年已经是第四
个年头。4 月 5 日，23 名党团员再次走进位
于西昌市马道镇的成昆铁路烈士陵园。 8 时
30 分，大家整齐排列在纪念碑前，低头哀思，
追忆成昆铁路先辈的不朽功勋；祭拜祭扫、

敬献花篮，表达对先烈的敬仰与追思。离开
成昆铁路烈士陵园后，项目部又专门组织大
家到西昌祭奠和送别在木里森林火灾扑救
中英勇牺牲的 30 名烈士。大家怀着沉痛的
心情，整齐列队敬献花圈、鲜花，致敬救火英
雄。
（严 统 庄晓彬）
踏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映入眼帘的是
双阙正面石壁上镌刻的周恩来同志手书“广
州起义烈士陵园”8 个大字，65 年的风雨袭蚀
依然未减其风骨。4 月 5 日，城通公司广州片
区 8 个项目部共计 33 名党员干部齐聚于此，
开展“缅怀先烈志，共筑中华魂”红色教育活
动。沿着宽阔笔直的陵墓大道，一行人穿过
两旁的苍松翠柏与红花吐艳的花坛，来到起
义纪念碑前。眼前耸立的是手握枪杆直冲
云霄造型的碑体，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
词的漆金碑名“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四
周刻着起义战斗场面的浮雕。众人沿着每
个石碑盯着浮雕缓步向前，细细体味着那年
惊心动魄、枪林弹雨的黑暗黎明的前夜场
景，静默之后献上花束。（庄恢芳 周文奕）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无论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年代，每一种牺牲都
震撼人心、壮怀激烈。4 月 5 日，电务公司北
京地铁 7 号线二期工程供电项目部、北京平
西府车辆段大修厂项目部的全体党员、团员
青年一同参观了位于丰台区宛平城内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40 余人怀着崇敬
的心情走进纪念馆大门，列队依次向抗战英
烈敬献鲜花，倾听志愿者团队——北京阳光
管乐艺术团演奏的《永远的卢沟桥》
《到敌人
后方去》
《歌唱祖国》等经典抗战爱国作品。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全体人员通过观看馆内
陈列的直观逼真的图文材料、聆听生动详细
的历史解说，追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深
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红色经典
的时代内涵。
（强 磊 徐 倩 王 帅）
图①
①为城通公司员工向烈士献花。
周文奕/摄
图②
②为四公司无锡地铁 3-3 标项目部员
工在烈士纪念碑前默哀。
李 冰/摄
图③
③ 为新运公司成昆铁路峨米 13 标项
目部员工前往西昌悼念灭火英雄。
庄晓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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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之声

推行立体式“党建融合+”

五公司党委着力提升党建工作成效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赵 雨）今年
以来，五公司党委提出立体式“党建融
合+”的工作理念，在“引领”
“服务”
“行
动”三个重点上发力，让“党建融合+”
加出特色、加出实效、加出生产力。
近年来，五公司党委以“党建作用
发挥”为着力点和切入点，系统研究党
建工作作用发挥机制，有效推动党建
工作从适应跟进向引领融合转变。
他们坚持“引领+融合”，建强“主
心骨”。公司党委层面突出“引领”这
一重点，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企业的
领导，牢牢把握“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职能定位，深入实施“一年一主
题”研讨机制，有效破解企业发展难
题，把党建思想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

企业发展的优势。
他 们 坚 持 “ 服 务 + 融 合 ”， 严 防
“灯下黑”。本部党组织层面突出“服
务”这一重点，坚持面向基层、服务
基层，深入探索机关本部党建标准化
管理机制，以服务基层项目的成效作
为检验机关本部党组织的工作成效，
不断增强本部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
服务成效。
他们坚持“行动+融合”，高扬“党
旗红”。基层党组织层面突出“行动”
这一重点，在全公司范围内启动“两单
四评双促”党建质量提升计划，实施
“虹途示范支部”行动，以具体的“行
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实，有效发挥党员
在一线攻坚克难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建工作中的“小清新”

四公司“时光工作室”
助力地铁建设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钟双阳）
“我
们为什么要成立时光工作室？就是旨
在激发党员团队珍惜美好时光、奋斗
正当时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搬砖’的人
乏了，想干点有新意的事——毕竟对
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党建工作也要讲
究方式方法嘛！”四公司广州地铁 11 线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说。
作为四公司党建品牌工作创新中
的“小清新”，广州地铁 11 线项目部
“时光工作室”的成立颇有点应时而生
的意味。广州地铁 11 号线全线共 32
个车站，有 20 个与既有运营车站换乘，
是广州地铁建设历史上最难最复杂的
一条环形地铁线路。四公司承担梓元
岗站、广州火车站站、流花路站共 3 个
车站及广流区间土建施工任务。其中
广州火车站站为地下六层结构，基坑
开挖深度 43 米，是目前全国最深地铁
车站；流花路站为全线唯一全暗挖车
站，全长 696.55 米,最大开挖跨度 30 米,
最大开挖断面 555 平米，施工风险极
高。受既有线下施工，暗挖车站下穿

高架桥，周边管线种类多、数量大等情
形影响，项目部的施工局面一度无法
顺利打开，全体员工殚精竭虑、如履薄
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时光工作室”
诞生了。
工作室确定了以科技先导、创新
为魂、精益求精、助力生产的工作理
念，通过组织党员技术干部开展各类
科技小活动、聘请同行业专家能手授
课，以走出去、带回来的精神，充分调
动了党员干部创新创效积极性，助力
项目科技研究及施工生产，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近一年的时间里，
“时光工
作室”先后取得发明专利 1 项（另有 2
项正在申报）、创新成果 2 项，各项创新
创效、小改小革成果不断，工作室成员
们成功研发的“一种深基坑料斗防脱
钩装置”
“ 一种双机抬吊平衡梁装置”
两大“神器”，正在施工现场发挥巨大
的作用。2019 年以来，
“ 时光工作室”
已完成科研课题立项 11 个，完成基础
软件配置 3 种，这些创新成果将逐步应
用到广州地铁的施工中去。

路地和谐
五公司西藏国道 109 项目部扶贫藏区

获羊八井镇人民政府赠送锦旗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杨 强）4 月 3
日，当雄县羊八井镇人民政府向五公
司西藏国道 109 项目部赠予了一面印
着“真帮实扶，无微不至”字样的锦旗，
感谢项目部对羊八井镇扶贫工作做出
的贡献。
该项目始终牢记央企担当，在工
程建设中全过程、全方位履行社会责
任，对当地进行扶贫帮扶，为藏区群众
解决就业问题。他们配合羊八井镇人
民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扶贫帮扶计
划，为沿线的贫困户建档立卡。在施

本报通讯员 曹端荣

一封三十年前的证明信

“ 现 有 尼 泊 尔 民 工 高 尔 马 从 1986 年 2 月 至
1988 年 7 月在科-苏公路桥梁工地工作，表现良
好，主要从事修理工作，技术熟练，还具备从事抽
水站、拌合站所需工作技能。”这是一封珍藏在尼
泊尔巴迪亚邦克地区巴贝村村民高尔马家中的工
作经历证明信,纸张泛黄，折痕明显，看着十分陈
旧，但是保存得相当完好。
城通公司尼泊尔引水隧道项目开工后，项目
部在走访附近的村庄时，这位名叫高尔马的村民
自豪地为我们展示他的个人珍藏，也为我们讲述
了 30 多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1986 年，只有 19 岁的高尔马满怀憧憬到中
国公司承建的尼泊尔境内由苏尔凯特到科霍普的
公路桥梁工程项目部应聘。那时的高马尔是一个
受教育程度偏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中国公司的劳工部负责人看到高尔马踏实肯干、
反应快，并且具备学习新技术的热情，在咨询过
机修车间中国籍机修工的意见后，安排他做机修
工助理。
年轻的高尔马在入职后，认真学习，勤劳肯
干，加之他的师傅以身作则，把自己掌握的机修
技术知识倾囊相授，使得高尔马在机修助理的岗
位上逐渐游刃有余。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维修保养
的设备、配件越来越多，高尔马开始慢慢地独立
负责几类设备维修保养工作，并同时兼任抽水工
的工作。
高尔马特别珍惜和热爱这份工作，中国公司
在施工过程中获得尼泊尔当地各界人士的肯定，
也是高尔马十分引以为傲的事。最后，在项目完
工时，中国公司为高尔马出具了这样一份工作证
明信，肯定了高尔马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技能。说
到这儿，50 多岁的高尔马记忆犹新。
“ 中国人很友
好，我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你知道吗，我的机
修师傅从一点一滴开始教我，他很有耐心，他不但
教我修理的技术而且还很关心我的家庭。他看到
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就时常帮助我，经常买
书、水果、衣服等给我的小孩，帮助我的家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
很感激我的机修师傅。”
步入中年后的高马尔沉默寡言，但当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时却侃侃
而谈，眼中闪烁着泪光。他双手紧紧握住项目党支部书记的手，黝黑的
手背上爆满的青筋仿佛在诉说着高尔马与失散多年的朋友重逢的喜
悦。他说，当时通讯落后，与师傅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这让人很遗
憾。但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中国人，他好像又看到了他的中国师傅。
我们向高尔马说明了来意，告诉他现在中国中铁承建了尼泊尔巴
贝巴瑞引水隧道项目。我们将在这里建设一条 12.2 公里的隧道，通过
将 Bheri 河引水到 Babai 河，从而灌溉巴迪亚地区和邦凯地区 5.1 万公顷
的农业用地，同时进行 48 兆瓦的发电项目。该项目是尼泊尔第一个使
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简称 TBM）的项目，将为尼泊尔提供近 600 个工作
岗位，并为尼泊尔培养一批会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隧道掘进技术的技
术工人，为尼泊尔未来的隧道掘进提供丰富的经验。
听到这些话，高尔马更加兴奋了，他自告奋勇地说：
“你们招聘工人
的时候，请记得通知我，我来应聘。虽然我 2 年前已经退休了，但是我喜
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也想学习全球最先进的隧道掘进技术。我还
要让我的孩子们从国外回来，来你们公司找工作。”我们告诉他，欢迎他
来参观项目，也非常愿意雇佣他的孩子们，并传授给他们中国先进的管
理经验、施工工艺和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公司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建功立业，树立
了良好的中国形象。2015 年刚刚来到巴贝村的时候，村民看到我们都
热情地拿出红牛来款待我们，这是尼泊尔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招待方
式。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但大量雇佣了当地的村民，教授他们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帮助村民修缮道路、挖水井、扩建学校
足球场等基础设施，为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获得了当地村
民的广泛好评。
一封保存 30 年的证明信，见证了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深情厚
谊，见证了中国和尼泊尔良好睦邻关系。

工过程中，项目部在同条件、同价格、
无技术限定前提下优先使用农牧民劳
动力，吸纳地方牧民及工人 260 余人。
同时，积极响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优惠政策的相关精神，优先租赁使
用农牧民车辆和机械。2018 年项目部
施工租赁使用牧民车辆 320 余辆，共拨
付车队运输费用 8000 万元，为羊八井
镇扶贫工作做出巨大贡献。据悉，近
半年来，羊八井镇区域内藏民收入有
了显著提高。

关爱员工 和谐发展

六公司成都轨道交通 8 号线三分部

幸福农场“种”希望
近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老挝国家巴特寮、人民报、万象时报、国家电台、
国家电视台、人民军报、星空电视台等 8 家新闻媒体组成的“一带一路 有你有我”中老大
新闻 型联合采访团赴二公司磨万铁路Ⅰ标项目部友谊隧道、老挝磨丁车站实地采访拍摄。
友谊隧道是中老两国长大跨境隧道，一隧连两国，磨丁车站是老挝第二大火车站，开工
以来备受国际媒体和各方观摩团关注。据悉，此次联合采访旨在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拍摄会议宣传素材。上图为联合采访团现场采访项目部老挝籍务工人员的情景。 王晓东 摄影报道

图片


本报重庆讯（通讯员黄广平）
“谢谢你们，谢谢中
铁二局！”冉江华的父亲冉光现在接到项目部打去的
电话问候时，激动地连声说着。近日，家住重庆市酉
阳县浪坪乡官楠村的冉江华和冉双欢同学，收到了
来自中铁二局装修公司重庆轨道交通项目部的爱心
捐款。这份
爱心让贫困
的他们燃起
了更加火热
的希望。
酉阳县
浪坪乡地处
武陵山区腹地，距重庆主城 300 余公里，这里山高路
险，交通极为不便，是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也是重庆市总工会扶贫集团对口帮扶点。在一
次与媒体朋友的交流中，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方明学
了解到浪坪乡官楠村有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面

临着上学和生活的双重困难。今年 15 岁的冉江华在
当地一所职高学习计算机专业，父亲冉光现因长期
生病，不能干重体力活，仅靠打点临工维持生计，父
子俩相依为命，家中十分困难。16 岁的冉双欢在黔
江新华中学念高一，父母都在家务农，家庭经济收入
来 源 少 ，也
很困难。
项 目
部认真落
实中央精
准扶贫的
号 召 ，积 极
和重庆市总工会驻村干部取得联系，获得了冉江华
和冉双欢同学的联系方式。他们发动项目部党员干
部职工群众献爱心、伸援手，筹集了爱心捐款 1 万余
元，并将其专款专用，按月汇入 2 名困难学生的银行
账户，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装修公司重庆地铁五号线项目部

爱心助学 情暖大山

■ 近日，自贡市物业管理 2019 年工作大会暨
自贡市物业管理协会 2018 年度年会在自贡召开。
会议对自贡市物业行业一批先进集体与个人进行
了表彰，中铁二局瑞城物业公司自贡分公司陈明
荣、魏大贵、代文刚 3 人分别荣获“优秀项目经理”
“优秀物业人”
“先进工作者”
称号。
（周云勇 代文刚 龚 莉）
■ 近日，二公司鲁南高铁 QHTJ-3 标项目经理
部组织青年团员对驻地周边环境进行了义务大扫
除。他们清理了白色垃圾、固体废物；组队铲渣、
运土，掩埋了裸露的臭水沟；对驻地室内外进行了
清 扫 ，并 运
用科学环
保的方式

对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
（唐武林 羊 磊 阳素先）
■ 近日，五公司苏锡常项目《
‘我的五处荣光’
讲堂》开讲了。该讲堂与项目道德讲堂结合，重点
围绕传奇五处人、五处奋斗历程等为项目员工讲
述五处人的奋斗精神、战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引导
青年员工知五处、爱五处、护五处、强五处。在首
次讲堂上，项目书记分享了参建通麦大桥抢险项
目的心路历程和见闻。
（阳爵林 何旭东）
■ 4 月 1 日至 2 日，六公司杭州地铁 1 号线项
目部积极落实“杭州无欠薪”行动，邀请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到项目部为新进场的农民工现
场办理工资卡，确保按月足额将民工工资直接拨
付到农民工的工资卡。截止目前，共计办理了 400
余张工资卡。
（喻上婧 李 莉）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甘 蕊 林 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伴随
着花红柳绿，悄无声息地来了，六公司
成都轨道交通 8 号线三分部的幸福农
场也洋溢出生机盎然的景象，
办公室在
播种玉米，安质部在播种花生，工经部
在播种向日葵，
工程部的小伙子们撸起
袖子，
除草、
耕地、
浇水，
好不热闹。
项目部职工生活区后面有一块约
300 平米的空地。工程开工以来，项目
部工会组织员工利用下班后的闲暇时
间 ，打 造 了 一 个 现 实 版 的“ 开 心 农

场”。大家相继种植了玉米、西红柿、
黄瓜、向日葵、花生、南瓜、茄子等作
物。职工们精心照顾，待丰收的时候，
就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这
个幸福农场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
增强了项目的凝聚力，让职工有了一
种“家”的归属感。平时大家工作忙，
在休息之余一起种菜、聊家常、开玩笑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天的疲惫都在
欢声笑语中快速散去。职工们表示，
还会继续种植更多的蔬菜，让“自家菜
园子”有更多的收获。

合悦女工节 魅力奔跑人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金 山）4 月 3
日，三公司 60 余名女职工来到凤凰湖
畔，参加第二届“合悦女工节 魅力奔跑
人”
主题活动。
2019 年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
立 70 周年，三公司的女职工们也迎来
了她们专属的“合悦女工节”。举办
“合悦女工节”主题活动，就是要为女
职工们爱岗敬业、积极进取、亲近自
然、热爱生活、健康向上、知性妩媚的
魅力人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
徒步活动开始前，
徒步活动开始前
，三公司副总经
济师、
济师
、2018 年度“中铁二局十大杰
中铁二局十大杰出女

性”称号获得者庄小兰代表公司女职
委，向女职工发出倡议，希望大家积极
行动起来，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行动上
步调一致，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投
身公司的提质增效，争当“八树八做”
员工，为争创“中国中铁 20 强”、进一步
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贡献自己
的力量。当天的活动分为“徒步悦身
心”
“美语表情意”
“影像留笑颜”
“讲座
话关爱”几个类别，轻松愉悦，动静结
合，
既能展示才艺，
也能学有所获。
下图为女职工徒步活动现场。
下图为女职工徒步活动现场
。
金 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