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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珍惜荣誉 努力学习 继续拼搏 再创佳绩
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志们：
你们好！“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

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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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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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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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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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30日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习近平给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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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奋斗者新时代奋斗者

寻找校园寻找校园 劳劳动者动者最最美美
平凡中坚守的保安爷爷

年过半百的王立奇，是江苏
省盱眙县河桥中心小学的一名普
通保安。质朴的笑容是他的名
片，也许是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久
了，人显得很年轻。

王立奇曾当过代课教师，微
薄的工资很多都悄悄补贴给村里
家庭贫困的孩子。在那个岗位
上，他与孩子们相伴 5000 多个
日日夜夜，成为他记忆中最美好
的时光。

随着年龄渐长，王立奇转为
河桥中心小学保安。他恪尽职
守，指挥交通、安全巡视、检查
各种体育器械和消防设施的安全
隐患，与同事们一起为孩子们筑
起一道安全屏障，赢得师生和家
长的认可。

王立奇从未忘记帮助家庭贫
困的孩子们。山区留守儿童多，
每周吃住在学校的学生不少，每

天陪伴孩子们跑步、做游戏、写
作业、练字，成了他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部分。

寒来暑往 30 年，王立奇在
平凡中坚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
学生。在孩子们眼里，“王爷
爷”始终是他们的守护者。

董金洋 摄影报道

2017 年，华北电力大学冬季
供暖每平方米天然气消耗量仅为
5.77立方米，远低于北京市的平均
能耗。这与该校能源与维修中心运
行班班长秦红斌的贡献分不开。

2004 年进入华北电力大学后
勤服务集团工作以来，秦红斌由当
初对能源与维修工作完全陌生的农
民工，成长为精通业务的设备运行
专家。这些年，他先后考取了司炉
操作证、管道工中级职称、低压电
工证等，而且，不管是设备的一个
微小变化，还是电机发出的一丝异
响，他都能用眼睛和耳朵准确找到

“病因”。
他管理着学校锅炉、中央空

调、学生洗浴中心、太阳能开水房
的运行，每天早上 7:30 上班，晚
上 11:30 下班。“14 年来，他没请
过假，在锅炉房度过了 14 个除夕
夜！”秦红斌的坚守，华北电力大
学后勤管理处处长白海看在眼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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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柯进

杨振宁、李政道、谭盾、尚
长荣、李宗盛、李开复⋯⋯诸多
名家曾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菁菁堂作报告或演出。然而，让
礼堂管理员陈乔奇 （图左） 和李
长富 （图右） 印象更深刻的却是
校园歌手大赛、迎新晚会、毕业
生晚会这样的学生活动。因为，
帮助学生实现舞台梦，在他们看
来是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落成于 1994 年的菁菁堂是
一座设施完备的综合性礼堂，当
初有 1800 多个座位，陈乔奇是
来这里工作的第一批职工，次年
李长富加入。他们都在这座礼堂
工作了 23 年，直到去年秋天和
今年春天分别退休，如今又同时
被返聘。

陈乔奇长期担任菁菁堂负责
人，也管音响；李长富主要负责

灯光。这对“搭档”被学生们亲切
地称为陈经理和李师傅，有时还被
昵称为菁菁堂“堂主”。很长时间
他们是菁菁堂仅有的两名正式工作
人员，撑起礼堂的运转。只要有人
在这里装台、排练或表演，他们就
不能回家。 （下转第三版）

获终身成身成就奖
的的“菁菁堂主”

本报记者 董少校

“2017 年度中国教育节能最
美工匠奖！”做了 30 多年水电
工，宓自农没想到年近六旬拿到
了一个国家级奖励。

1987 年，宓自农踏入浙江
财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大门。

“高校后勤服务如同机器中的零
件，承载着学校平稳运行的重
任。我们水电工要的就是认真做
事、刻苦耐劳的精神。”宓自农
道出了30年前的初心。

这不是一句空话。2017年9
月，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游
泳赛事在浙江财经大学举办。比
赛在即，宓自农每晚都会前往游
泳馆查看。一天，宓自农踱步于
馆中时，蓦然察觉到灯光有一丝
闪烁，这一刹那的闪烁让他心头
猛地一惊。多年从事后勤工作的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
题：如果比赛中出现断电，场馆内
的供电设备在线路切换时存在两秒
时差，也就是说，整个游泳馆将会
陷入整整两秒黑暗！

（下转第三版）

追求极致30年
的水电工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徐镭

“五一”前夕，西南大学
后勤集团办公室接到一个来自
黑龙江的电话，来电者自称是
以前住在学校博士园的毕业
生，因为手机故障，通讯录里
很多电话丢失了，打这通电话
只是想要宿舍管理员何淑珍的
联系方式。“毕业 3 年了，也
没回来看过何阿姨，想趁着过

节 给 她 打 个 电 话 ， 挺 想 她
的。”电话那头说。

每年的三八节、五一节、
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何淑
珍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
对此，她很开心也很骄傲——
她用心陪伴过的学生没有忘记
自己！这也是何淑珍数十年保
持高昂工作热情的“秘方”。

何淑珍在西南大学学生宿舍
服务中心工作 13 年，她凭着一
股子“重庆嬢嬢”特有的泼辣和
真诚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与尊重。

2014 年，学校宿管中心把
她调到楠园 13 舍给博士生们当
管理员。很多老员工都觉得这个
工作难度很大：“博士可不好管
呐，人家是做大事的，还能要求
人家按时归寝、晚归登记、不用
违规电器？”

何淑珍不怕难。她先花了半
个月时间记住了博士园里的每个
学生，包括他们的专业、家庭情
况等。（下转第三版）

博士园的博士园的宿管嬢嬢
本报记者 胡航宇 通讯员 郑劲松 张洪菁

“老郑在吗？教学九楼
的电子显示屏坏了，你能帮
忙看看吗？”“老郑，我称体
重的电子秤坏了。”“老郑，
系里的投影仪出问题了，你
什么时候能过来？”⋯⋯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师工作
群里，“老郑”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词，每天这样的留言
都会刷屏。

在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万能钥匙老郑”几乎无人

不识，只要是与电有关的东
西出了问题，大家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老郑。然而老
郑并不是学校的维修工，而
是电子与控制工程学院实验
课的教师郑东平。

“说万能有点儿夸张，不
过是比别人对电了解得多一
点儿，动手实践的能力强一
些罢了。”郑东平谦虚中稍带
点儿自豪。

“我觉得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服务学校师生，是一件很愉
快的事情。”自1996年到北华
航天工业学院工作以来，郑东
平不但用专业知识义务服务大
家，还指导学生成立了专门的
科技服务超市，以科技服务为
产品，服务校内外有需求的人。

“有一次，学校的电子屏坏
了，找了好几次厂家，总也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后来，我们找
到老郑。老郑和他的学生团队
修了一下。结果，修好后电子
屏用了一年，没再出毛病。”该
校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2013 年成立的大学生科
技服务超市是有着 25 人的团
队，团队成员都是爱好科技创
新的学生。（下转第三版）

实验室有个验室有个“万能钥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柯进柯进 通讯员通讯员 陈艳红陈艳红

“防守！防守！”“再大胆
点！突破！”⋯⋯指挥声、口哨
声，响彻在京郊深山里的一块篮
球场上。

这里是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
镇中心小学，带着学生们紧张训
练的教练叫郑仲武，是学校食堂
的一名厨师。

女篮教练是郑仲武的兼职。
可就是这位“厨工教练”，去年
带着这所深山小学的孩子们拿到
了密云区中小学生小学组女子篮

球赛的冠军！
每天清晨 6 点，宿舍楼下肯定

会听到郑仲武清脆的哨声，不一会
儿就是队员们急促的下楼声。

夏天，黎明方晓，远处的云
峰山静静矗立，山峰间学校的篮
球场上汗流浃背的老师和女篮队
员，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冬
天，天还没亮，山间清冷的操场
上，教练和队员只是天地间的一
道道剪影。

（下转第三版）

深山里的厨工教练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通讯员 赵长顺 吴青友

（（下下））

◀4 月 26 日，
下午放学后，王立
奇与孩子们一起
做游戏。

▲4 月 28 日，中午
放学后，王立奇带领学
生乘坐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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