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版时 政责任编辑 江 峰 2021年1月9日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 王林 谢启明 贾玲）12
月 28日，中铁二局“以奋斗者为本”劳模事迹巡

讲暨员工健康关爱服务走进华南片区活动在广

州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顺利举行。中铁二局总

经理助理、华南指挥部指挥长，中铁二局工会副

主席，华南指挥部、广州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

深圳工程指挥部以及华南片区各参建子公司相

关领导和项目职工代表等共计110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观看了中铁二局成立 70周年

宣传片和劳模事迹短片，全国劳动模范徐州、邓

召益分别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工作经历和奋斗

历程。活动中，慰问团向徐州和邓召益两位全

国劳模以及广州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一线职工代

表发放了慰问品。活动中，新运公司成昆铁路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带来了朗诵表演《我的名字

叫中铁二局》，让参加活动人员在朗诵中感受职

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生死相依的血脉情怀。党

委宣传部相关人员做了“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健

康关爱主题团辅。

中铁二局总经理助理、华南指挥部指挥长

向长期奋战在华南片区施工一线的全体职（民）

工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回

顾了二局近 40年来在华南区域的的奋斗历程，

并提出三点要求：要大力学习和弘扬劳模精神，

争当新时代楷模；要大力弘扬劳模文化，发挥劳

模示范引领作用；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带领广大

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中铁二局“以奋斗者为本”劳模事迹巡讲
暨员工健康关爱服务走进华南片区

图①：1月1日，中铁二局四公司国道109高速公路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在项目部院内，举行了庄

重的升国旗仪式。王一博/摄
图②:二公司空港大道第3标段项目部开展“牛转新运，未来可期”游园活动。活动上，项目部全

体员工参与了“一根绳一条心，拔河比赛聚人心”拔河比赛、羽毛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套圈圈游园活

动等一系列趣味比赛活动。唐红艳/摄
图③：二公司成资渝项目部“迎开通庆元旦”职工马拉松比赛在由他们自己修建的成资渝高速公

路沱江特大桥展开。曹滢/摄
图④：1月1日，新运公司成蒲项目部工委组织开展了元旦庆祝活动，包括拔河比赛，并开展了夹

弹珠、绑腿跑、掷飞镖等小游戏。梁勤凤/摄
图⑤：上月30日，电务公司工会开展了以“爱成都 迎 大运 庆新年 共奋进”为主题的职工健身运

动会，设置了“雷霆战鼓”“凌波微步”“动感颠球”“速度与激情”等多项考验

职工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的运动项目。卢晓雨/摄
图⑥：上月30日，新运公司武汉项目部为职工及家属送去新年祝福。此

次在汉职工慰问共 6 户，提前 1 周与职工沟通，“尿不湿、取暖器、防护用

品......”把需要的、用得上的慰问品逐户送上，表达公司的关怀。卢小羽/摄
图⑦：上月30日，四公司中韩产业园项目部工会组织项目全体员工开展

户外“天定山滑雪场一日游”和“观光冰雪新天地”两项活动。谢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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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讯（通讯员 陶洪）近日，中铁二局

工会副主席一行到装修公司岗厦北项目部开展

“两节”送温暖活动，并检查了项目 2020年集体

合同履行情况。

“两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中，慰问团对项

目全体职民工表示亲切问候，在元旦、春节即将

到来之际，为全体职民工送上节日祝福和关爱，

将代表温暖的心意礼、大米、食用油等送到每位

职民工手中。。

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检查会上，检查组听取

了装修公司和项目部两个层面的情况汇报后，

与部分职工进行了慰问谈话，对项目“三工”建

设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详细检查了项目集体

合同履行情况的内业资料。总结会上，检查组

对装修公司及项目部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表示

充分肯定，认为公司及项目工会工作程序规范、

覆盖全面，并就“行为安全文明之星”“防疫能量

补给站”“劳模选树”及“女工工作”等亮点工作

给予了赞赏。同时检查组要求项目部要打造行

业标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加强对“三工”建

设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职工福利保障制度；强

化对集体合同的宣贯；落实集团公司一系列新

政策、新制度，践行“以业绩为导向”“以奋斗者

为本”的价值理念。

中铁二局工会检查
岗厦北项目集体合同履行情况

12月中旬的一天，身穿黄色反光衣、戴

着口罩的唐授，正带领着班组的工人们融

进一条游动的长龙，在4位顶着红色太阳帽

的管理人员带领下，有序通过天桥，沿着步

行街道安全抵达东莞市道滘人民医院。今

天，中铁二局深圳公司东莞地铁1号线项目

部出资，安排项目部的农民工们在这里进

行免费的核酸检测和健康体检。

56岁的唐授拿着项目部发放的面包，

站在等待核酸检测的队列中。他的双眼夹

杂着几根血丝，身上的衣服还沾染着昨天

工地的尘灰，忘记了拍打。昨天，项目部负

责人告诉工友们今天的体检需要抽血，不

能吃早饭，所以他昨晚早早就睡下了。但

是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班组新来的工友，凌

晨2点他又去了一趟工地，看看他们有没有

不适应的地方。唐授担心地自言自语道：

“只睡了 5个小时，不知道对体检有没有影

响。”

陈明杰是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女工之

一。在唐授担心自己熬夜是否影响体检的

同时，她也害怕地看着医生将棉签探进工

友的口腔，不自觉地作出厌恶的表情。轮

到她时，在护士多番劝慰下，本想逃避的陈

明 杰 眼 一 闭 ，长 大 嘴 巴 配 合 说 着“ 啊

——”。干呕几声后，她眼泪汪汪地说：“下

次再也不做了，再也不做了……”但在工友

们呵呵的笑声中，她又害羞地看了医生一

眼，笑道：“我骗人的，核酸检测很重要，马

虎不得。”

唐授的队伍中有位年纪最小的工友，

今年才 19岁。来自四川的他第一次出远

门，就到了东莞地铁 1号线项目。他说，今

天上午，远在老家的奶奶给他发微信，说山

上开始下雪了。“在东莞还可以穿短袖，而

老家却这么冷，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形容。

不过，我挺喜欢东莞的天气。”说话间，他的

眼神却不自觉地飘向了远方，眼中仿佛可

以看到老家飞洒的片片雪花。

唐授抽完血后，照了胸片，做了心电

图，最后到问诊室做体检。医生在询问了

唐授身高体重、家族病史、近期生活规律等

基本问题后，开始为他量血压，做进一步检

查。医生告诉唐授，工人的腰椎和肺部最

容易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在平时的工作

中一定要注意防护，定期来医院体检，早发

现早治疗。“敢花钱为这么多农民工做体检

的单位是不多见的。”东莞市民王先生在工

友们排队体检时告诉笔者：“你们项目部做

得很好，既检查了新冠病毒，又保障了工人

的健康。”

2个小时过去了，项目部第一批体检的

工友陆陆续续走出医院。唐授计算着给儿

子付首付的钱；陈明杰激动地给家人打电

话，说平时生病都在小诊所抓药，免费的体

检很开心；19岁的小工友连忙啃起面包，年

轻的身体着实有点饥饿。

项目部计划给所有进场的农民工做免

费的核酸检测和健康体检，目前已经有146
人进行了检查。项目经理何云说：“随着农

民工实名制的深入开展，项目部既要重视

施工产值，又要重视工友的健康，要着力推

进安全文明施工，在东莞市民心中树立起

企业高效快速、安全人性的形象。

一次免费体检一次免费体检
本报通讯员 曾书盛

机关机构改革落实、完善公司激励机制、优化

项目管控……中铁二局推行系列改革以来，各项改

革措施带来的效果逐步显现，每一项成绩都是大家

锲而不舍、持续发力的结果。

在系列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中铁二局青

年如何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

一往无前的斗志，在每一项工作中注入“石敢当”的

精神，推动系列改革不断深化，促进举措落地见效，

迈上新台阶。

做“石敢当”青年，要以“石”字为本。作为二局

青年，我们要练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本领，只有本

领硬，才有战斗力，才能赢得大家信赖。硬，是一种

底气，是作为“共和国长子”一员该有的样子，更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坦荡。我们都知道，盖房子

要用钢筋、混凝土，因为钢筋、混凝土有硬度，这种

硬度保证了其足以承载房子重量。如果我们二局

青年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过硬的“石头”品质，都能

在思想、业务和作风等方面做到过硬，能在重大考

验面前大声喊出“跟我上”“看我的”，二局的明天肯

定会更好。试想，一个人只有弱不禁风的小身板，

怎么能在训练场做出“跟我上”的示范？如果一个

人心里揣着“小九九”，怎么能指望他喊得出“看我

的”表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自身过硬，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更是一种凝聚

人心的力量。

做“石敢当”青年，要以“敢”字为先。在为祖国

做贡献的过程中，我们青年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

为。”“有所为”即要敢担事，能扛事。因为只有敢于

接受考验，敢于实践才能善于实践，最终把各项工

作做好。在建设老成昆铁路大凉山沙木拉达隧道

时，即便当时缺乏经验，没有先进的盾构机器和相

应的技术，但由于二局人勇敢的探索践行，在黑暗、

缺氧的洞内，仅用手风钻、手推车就将隧道打通。

所以，只要勇敢面对挑战,你会发现原来困难并没

有自己想象的那般难，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纸老

虎”。同时，我们青年还要“有所不为”。“有所不为”

即要避免做违反公司各项规章制度，避免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碰

到违纪违规的“小山头”“老好人”我们还要敢讲原则，敢于发扬公司

的“弯棒”精神，敢于亮剑，敢于较真碰硬。习近平总书记说：“较真

碰硬是我党的一种可贵的政治品质……”青年员工要敢讲原则，要

像捉鬼的钟馗那样，让鬼魅看见就吓得魂飞魄散，成为正义力量的

化身和歪风邪气的克星。“敢”字为先，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这样我们公司就有好的未来和希望。

做“石敢当”青年，要以“当”字为重。作为二局青年，还要勇于

担当，承担起自身的重任。尤其在面对矛盾和处理问题时，要注意

工作态度和作为。如果遇到难题绕道走，或者拈轻怕重、推卸责任，

这样就算口号喊得再响，也不过落个唱功好、做功差的“嘴巴干

部”。相反，如果危难时能挺身而出，关键时能担当起责任，这样大

家才会打心眼儿里认可你。在建设亚吉铁路工程期间，施工出现了

一个难题，由于地质问题，成堆的火山岩“废品”阻碍了施工，处理费

用极为高昂，项目部许多同事都满脸忧愁，但此时一位青年站了出

来，他以“当”字为重，主动请缨担当，牵头成立了关于火山岩运用的

课题攻关小组，并因地制宜地寻求改良方法，带领团队对沿线土源

进行取样、分析，经过上千次的配比实验，最终成功攻克“火山灰”技

术，将火山岩变废为宝。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徐州，正由于他遇到

难题敢于承担责任，不断身体力行才获得了如此殊荣。“疾风知劲

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就越要花大力气

拿出破解难题的办法和态度。今天，中铁二局的一切成就，是建局

70年以来，全体员工克服经营管理困难，破解发展难题和瓶颈，主

动展现使命担当赢来的。

做二局“石敢当”新青年，就要本领过硬、敢于实践历练，勇于担

当重任，在公司改革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让大家对我们的工作

有“信得过”的安全感和“靠得住”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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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老挝万象讯（通讯员 任

丽娟）上月 28 日，六公司磨万一

分部开展了 2020 年关爱女职工

座谈会，全体女职工参加了此次

座谈。

会上，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询

问了在座女职工生活和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着力为全体女

职工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会议最后，为项目女职工发放了

劳动保护用品，希望项目女职工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

加强学习，提升业务技能和综合

素养。

磨万一分部通过本次座谈会

以实际行动让项目女职工感受到

组织的关心和关爱，意在激励和

发扬女性在工作中的热情和优

势，从而提高女职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推动女职工权

益保障工作更好发展。

六公司磨万一分部
开展2020年关爱女职工座谈会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贾宇

航）上月 30日上午，17个信封整

整齐齐地摆在了邮局柜台，里面

装着的是一封由中铁二局青岛市

地铁6号线项目部写给2020届见

习生父母的一封家书以及两张见

习生们的合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家书自古以来都是人与家庭宝贵

的情感纽带，也是沉淀了上千年

的文化精华。一封家书，谈谈参

加入职以来的工作和生活，说说

在青年人才扶持政策下公司对青

年员工职业发展的关心和关爱，

聊聊在企业深化改革大潮中，项

目部的向好变化，让远在千里之

外的父母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

铁二局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

谐。

短短的一封信，搭建起了企

业、员工以及员工家属沟通的桥

梁，加深了企业和员工及员工家

属间的感情；薄薄的一张纸，承载

着企业给予新员工们的关爱与承

诺，新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也

得到进一步增强。

来自青岛地铁
6号线项目部的17封家书

本报四川西昌讯（通讯员

朱素芬 齐新哲）上月 31日，西昌

金属构件厂开展了“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暨“安全生产大反

思、大排查、大整顿”综合知识竞

赛，该厂各管理部门和作业班组

选送的员工选手组成 6支代表队

参赛。

竞赛题库紧扣“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中国中铁新时期

安全生产“2468”管理要点、新运

公司第五次党代会精神和安全生

产大反思专题、西昌金属构件厂

安全生产应知应会和关键岗位、

关键工序的操作规范、《群安员安

全监督手册》和廉洁从业等各方

面知识出题。题型分为必答题、

抢答题、风险题和观众题。奖项

设置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

优秀奖。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有序，各

代表队选手准备充分、答题积极，

临场应变灵活，比分一路紧咬，

在多轮角逐过程中你追我赶，特

别是风险题环节，各代表队的精

彩抗衡引发现场阵阵喝彩。最

终，管理部门代表队以 390分的

总成绩获得团体第一名，来自生

产班的两支代表队分获第二名和

第三名，渗锌班和装运班选手组

成的另三支代表队分别获优秀

奖。

西昌金属构件厂举办综合知识竞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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