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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
信，向他们并向全国所有劳动模范、向
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
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
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

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
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
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
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
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习近平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
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

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是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关怀和厚
爱。1992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创办劳
模本科班，学员主要是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先进工
作者。近日，该校劳模本科班的全体学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表
达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
学新 郭建立 许金安）4月 28日，记者
在新安县石寺坡林区看到，新植的千
余棵树苗开始吐出嫩叶，显露生机。
这片我省首个由排放企业出资筹建的
碳汇林，成为沿黄绿化工程困难地造
林的亮点。

“原来这里是一片乱石山，光长草
不长树，每年防火压力大，属于人见愁
的地方。现在好了，三家企业负责治
理并栽种树木，明年将全部成气候，不
但能调节水量、固土保肥，而且可年抵
消二氧化碳排放 500吨以上，生态和
社会效益显著。”说起这一项目，负责
现场技术指导的新安县郁山林场场长
牛同安非常开心。

这个面积达1500亩的造林工程，
沿黄河绵延 3公里，按照常绿与彩叶
树混种的模式高标准建设。超 3000
万元的造林费用，由万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中联
万基水泥有限公司等企业“买单”。这
些涉及电解铝、水泥、氧化铝生产及铝
加工等的企业“跨界”造林，由排碳大
户变为“低碳先锋”。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刘
效军 李水安）4 月 28 日，记者了解
到，在许昌市建安区闻名省内外的传
统优势产业中，正发生着引人注目的

“质量之变”：全球发制品生产及销售
领军企业——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依靠科技创新，攻克了高温发丝
技术难题，一举打破了日韩企业在发
用纤维领域多年的垄断地位；远东传
动轴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设备换芯”

“生产换线”“机器换人”，正向等速传
动轴全力进军；豪丰机械再度斩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向内加强研发、向外开放招商，建
安区坚持以项目带动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开辟了纳米材料、检验检测、电子
商务等新业态，实现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新突破，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花开并蒂”，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提档
优化、多元并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一块玻璃，只要涂上纳米薄膜产

品，就能变成一块清晰的移动成像源，
“点亮”时就是电视机、大屏幕、“智能
办公桌”，能实现对视频、图片的多点
触控，（下转第三版）

□吕志雄

今年获得五一劳动奖的劳动模

范和获得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

中，有勇于登攀、攻关盾构技术的特

级技师，有脱贫攻坚、孜孜不懈的驻

村第一书记，有直面死亡、守护安全

的一线民警，有奋战于“一带一路”

上的“中国玫瑰”……劳模和先进们

在不同的岗位上展现了崇高的精

神：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看他们的事迹，笔者不由得想

起昔日农村拉石头的场景。一架子

车石头，沉得像座山，拉车者踏出的

每一步似乎能把道路踏个窟窿，背

带深深地勒入肉中，小腿肚上的肌

肉筋脉揪成疙瘩，每一分、每一秒，

拉车者都得用尽全力。

现在，劳动条件大大改善，我们

有了更好的劳动工具，像拉石头那

样繁重的体力活，几乎没有了，但拉

石头人那样的劲头不能丢。事实

上，无论是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国

企改革，还是结构调整，动力转换，

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个任务也像

石头车一样，都需要我们拼尽全力

去拉。

劳动开创未来，创造幸福生活。

昔 日 的 拉 石 头 者 ，砌 起 了 大

坝，改造了农田，为下一代幸福生

活奠定了基础；今日的劳模和工人

先锋号在各自岗位上奋斗不息，将

中国技术提高到国际领先水平，让

贫困户一一脱贫，开凿一个个隧道

为“一带一路”建设争光出彩，他们

拼尽全力托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让每一位劳动者的价值得到充

分体现，就要扫除一切制约广大劳

动群众就业创业的制度障碍，不断

完善扶持就业创业的政策制度。时

代是劳动者的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像劳动模范一样，爱岗敬业，奋

斗不息，在不同的岗位创造更好业

绩，我们必将开创更加幸福的未来。

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发

自内心地赞颂：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 崇 高 、劳 动 最 伟 大 、劳 动 最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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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区作为郑许一体化的桥

头堡和许昌市中心市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各类生产要素正在加快集

聚。面对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我

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努力实现全区域、全产业链

的转型升级，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安区委书记邵七一

实践者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未来持续

发展的资本，两者是相互协调、相互

统一的。不算长远账、不算整体账、

不算综合账，终究会吃大亏。保护

好我们的绿水青山，向一切破坏环

境的行为亮剑，才是最利长远的、最

合民心的选择，才是最“经济”的“生

态账”。

——新安县委书记刘冠瑜

实践者说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劳动开创未来

新安县 一“加”一“减”绿在其中
建安区 向“内”向“外”质量为重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4月29日上午，“五一”小长假第一
天，张国华没有休息，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工人一起
琢磨，如何把纺丝卷绕设备中固定的油
泥托盘改成可拆卸的，以便于清洁。

“我已经有眉目了，等我回家再修
改一下方案，便可改成可拆卸的。”下班
临走时，张国华对纺丝工段副段长说。

54岁的张国华是平煤神马集团帘
子布发展公司的一名“老卷绕”，参加
工作37年，一直坚守在生产一线。37
年来，他对假期没啥概念，28个春节都
在岗位上度过，每年“五一”生产线上
都有他的身影。

上世纪80年代初，公司的设备和
生产技术全部来自日本。一名负责设
备安装调试的日本专家曾说：“中国人
不可能控制好这样的现代化设备。”这
句话深深刺痛了张国华，他说：“那时
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做中国最好的卷绕工，纺世界一流品
质的原丝。”

心有念想，必有回响。挂丝是检
验卷绕工水平的重要环节之一。速度
越快，产生的废丝越少，效益就越高。
为提高技术，张国华每天早来晚走，苦
练操作本领。在与一位日本专家的比
赛中，张国华仅用19秒就完成了挂丝
操作，比那位专家快了5秒。

卷绕是厂里最苦、最累的岗位，湿
度接近70%、噪音高达90分贝、每天8
个小时几乎不停歇。“牵伸辊有300℃
高温，碰一下就掉一层皮；丝束飞转，
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挨一下就是一道
口子……”张国华告诉记者，每天重复
着挂丝、擦辊、处理故障等高危动作，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

张国华双手、双臂、脸上的一道道
清晰可见的旧伤疤，是他练就“大国工
匠”之技的最好见证。他可以用只有
头发三分之一细的丝线“作画”，被称
为“无影手”；他的异常处置方法让德
国专家竖起大拇指，称他为“神奇的魔
术师”。他总结的挂丝操作法，即“张
国华操作法”，在公司推广后，工人挂
丝操作时间每人次节约 3秒，每年挽
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心中有责，舍身忘我。高湿度、高
强度的工作环境让张国华的痛风不止
一次发作。去年 6月，张国华的痛风
病再次发作，平时从一楼卷绕间上楼
梯到二楼纺丝间，他健步如飞，但发病
那几天，仅仅上下一次楼梯就需要十
多分钟。领导、工友劝他回家休息，他
却执拗地说：“只有看到这些熟悉的设
备，我心里才踏实，只有干起活来，我
才感觉不到疼痛。”

（下转第二版）

张国华：“老卷绕”的37载坚守

五一坚守岗位过

一线劳动者

▲ 4月 30日，在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藏中联网工程建设
中，工人们正在进行张力架线施工作业。⑨6 和欢 摄

◀ 4月 30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麻醉科手术室，
麻醉医生依然在忙碌着。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朱天玉

避暑康养哪里去，首选南阳老界
岭。这是近日在南阳西峡老界岭召开
的 2018中国（西峡）山地避暑旅游高
峰研讨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形成的
共识。

4月 26日至 27日，由南阳市人民
政府主办，南阳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局、
南阳市气象局、西峡县人民政府承办，
西峡县旅游局、河南伏牛山老界岭旅
游度假集团、北京冠腾文化传媒协办
的2018中国(西峡)山地避暑旅游高峰
研讨会在老界岭景区举行。本次会议
的主题是“山地避暑旅游，旅游康氧新
高度”，与会的领导、专家和嘉宾共同
见证西峡县政府与中国气象频道签署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和中国山地避暑旅
游联盟成立。

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把老界
岭作为南阳旅游发展的龙头重点培
育，确立了“避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
的品牌形象定位。西峡县把山地避暑

旅游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致
力打造中原地区知名的休闲度假养生
胜地，以老界岭旅游度假区为代表的
山地避暑旅游发展迅速。

在 4 月 27 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
上，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
主任毛恒青、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
李仲广、河南省气象局副局长孙景兰、
南阳市相关领导先后致辞。西峡县人
民政府主要领导、中国气象局公共气
象服务中心副首席胡啸分别代表西峡
县人民政府和中国气象频道签署战略
框架合作协议。

在 2017首届中国（西峡）山地避
暑旅游高峰研讨会上，中国气象局公
共气象服务中心、中国旅游研究院授
予西峡县老界岭“中国山地避暑旅游

观测点”，为西峡县发展老界岭山地避
暑旅游提供了大量的气象服务。这次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老界岭山地避
暑旅游将借助气象影视、微博等媒体
大力宣传老界岭发展山地避暑旅游的
整体优势，为西峡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和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强力
的气象支撑和服务保障。

在高峰研讨会上，由丽江玉龙雪
山景区、洛阳白云山风景区、南阳老
界岭旅游度假区等 11家景区组成的
中国山地避暑旅游产业联盟正式成
立，河南伏牛山老界岭旅游度假集团
董事长李世敏宣读了中国山地避暑
旅游联盟宣言。此标志着老界岭山
地避暑旅游已融入全国山地避暑旅
游体系，各联盟单位积极构建具有地

域特色的多元化山地避暑旅游产品
体系。

在高峰研讨会上，围绕老界岭山
地避暑旅游发展研究、旅游气象服务
的探索与实践等话题，与会领导、专
家共同为南阳西峡发展山地避暑旅
游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中国气象局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毛恒青提
出西峡老界岭生态环境良好，打造生
态宜居的山地避暑旅游胜地，实现绿
色发展以及旅游与气象融合发展的
条件得天独厚；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
长李仲广认为避暑旅游产业要跟各
个方面融合发展，提供更加舒适、凉
爽的条件，不断增加山地旅游、避暑
旅游的体验性；河南省气象局副局长
孙景兰表示，下一步，省气象部门将

与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及有关
方面一道共同支持西峡申报“中国天
然氧吧”建设。

在高峰研讨会期间，与会领导和
专家实地考察了西峡县游客服务中
心、伏牛山仲景养生小镇、太平镇鱼库
特色民俗村、老界岭景区的发展和建
设情况，对西峡发展避暑旅游进行了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近年来，西峡县大力发展以老界
岭为代表的山地避暑旅游产业，使“避
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的品牌深入人
心。目前，建成了老界岭避暑山庄，是
国内目前最大的木制别墅群，配套了
私人订制别墅、房车营地、演艺中心
等，能够提供全系列的避暑休闲养生
服务；形成了以特色民俗、产权公寓、

度假酒店为主的接待群，日接待能力
达10000人，全年累计接待80万人次
以上。

南阳西峡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吸收高峰研讨会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成果，聚焦核心山水价值和张
仲景医药养生文化价值，充分发挥战
略合作协议和旅游联盟的作用，全力
打响“避暑养生地 南阳老界岭”品
牌，把老界岭建成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中原地区知名的休闲度假养生胜
地，实现南阳西峡旅游产业转型发
展，开创西峡优质旅游新时代。目
前，西峡正聘请九鼎德盛规划设计院
编制老界岭国家级度假区规划，按照
生态、形态、业态、文态“四态合一”要
求，梯级推进老界岭区域业态布局，
将西峡北部山区的老界岭、伏牛大峡
谷等景区旅游资源有机整合，创新布
局避暑养生文化，形成从生态观光、
自然探索、运动体验，到避暑度假、休
闲养生的完整体系，整体打造成中原
第一避暑养生胜地。

签订气象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山地避暑旅游联盟

西峡县全力打响“避暑养生地 南阳老界岭”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