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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晓云 通讯员 左伊

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践行工匠精神

最朴实的方式，就是与本职工作长相厮守

……爸爸，什么是‘工匠精神’？”一个小女

孩指着杭州地铁1号线的“9·26工匠日”地

铁专列告白语录，一边读一边用稚嫩的声

音问着爸爸。

9月4日，由杭州市总工会打造的以

“设立工匠日，铸就职工魂”为主题的地

铁专列，在杭州地铁1号线首发。地铁

工匠专列的每节车厢布设了工匠日的

宣传语和工匠日的相关知识，车身上印

着社会各界对匠人们的告白语录，用生

动又亮眼的方式，阐述匠人的心路和精

神，激励更多的人心怀匠心、努力成为

各自行业的匠人。

地铁专列发出后，引发了大家的讨

论。有网友说：工匠日的设立，是对人

才的尊重，也是对广大劳动者的勉励。

也有网友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节日，满

满正能量，匠心是一种美德，也是时代

的精神。

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源远

流长，工匠精神亦是世代相传。为了更

好地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营造学习工

匠的浓厚氛围，鼓励大家争当工匠，在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到来之际，杭州

市总工会前期通过杭州工会微信公众

号面向全国征集了一系列的地铁专列

告白语录，让这些温暖又深情的告白，

配上杭小工俏皮可爱的表情包，把工匠

精神用最直接的文字和符号呈现出来，

吸引了乘客的观看、思考。

初心不忘，匠心留传。设立“工匠日”，

既可以弘扬工匠精神，发挥工匠的帮带、示

范、领军作用，也能激励广大劳动者争当新

时代的先锋。现在，全国首个“9·26工匠

日”地铁专列已经发车，以地铁武林广场站

为例，地铁一号线往下沙临平方向，专列将

在每天的10点11分、12点43分、15点08

分、17点35分、20点04分靠站；往湘湖方

向，将会在每天的11点47分、14点06分、

16点36分、19点07分、21点33分靠站（注：

地铁时刻表以当天实际发班时间为准）。

“9·26 工匠日”地铁专列等待着

每一个踏上列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

场关于匠人的“邂逅”吧。这场邂逅，

你可以以图片、文字、视频的形式记

录下来，并发送至杭州工运编辑部邮

箱 hangzhougongyun@163.com，一 经

采用，我们将会为你寄送工匠日专属

定制的杭州通卡一份。

激励更多的人努力成为各自行业的匠人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地铁工匠专列发车

本报讯（通讯员 曹英）临安区现有全

国劳模8人，省（部）级劳模61人，市级劳

模（含比照享受市级劳模待遇人员）232

人，区级劳模（含比照享受区级劳模待遇

人员）459 人。为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临安区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认真梳理劳模办事事项，方便劳模

办理。

据悉，此次临安区劳模办精准推出的

劳模“跑一次”礼包，涉及劳模退休荣誉津

贴、困难劳模补助、全国劳模免费公交卡、

劳模贷等办事事项。通过合并办事环节，

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变“多次

跑”为“零次跑”“跑一次”，有效提高服务

劳模工作水平。

以往，劳模退休时需要先到区人社

局办理完退休手续，再持劳模荣誉证书、

身份证、退休证原件到区劳模办办理审

批手续，持劳模荣誉证书、身份证、退休

证原件、《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离休

退休劳模（先进）享受荣誉津贴审批表》

再回到区人社局，办理发放手续，才能完

成劳模退休荣誉津贴办理手续。这样劳

模办理退休荣誉津贴手续，需要在两个

单位之间来回跑，既费时又费力。今年

以来，区劳模办积极响应“最多跑一次”

改革要求，在区跑改办、区审管办协调

下，与区人社局深入沟通对接，采取两家

单位事先约定办法，取代劳模到区劳模

办办理退休荣誉津贴审批环节。现在人

社局在办理劳模退休手续时，就能一并

办理劳模退休荣誉津贴手续，减少了到

区劳模办办理纸质审批手续环节，为广

大劳模带来了极大方便。

除此之外，区劳模办还与杭州市劳模

工匠协会、农商银行沟通对接，推出了困

难劳模补助、全国劳模免费公交卡、劳模

贷“只跑一次”服务。改革前，劳模办理困

难劳模补助，需要先在所在单位工会或社

区（村）提交申请，再到镇街总工会复核、

公示，最后在区劳模办完成办理，劳模要

“跑三次”；改革后，劳模只需将材料提交

基层工会或社区（村），其他事项进行网上

流转，实现数据信息多跑路，办事人员少

跑腿。同样，办事人办理“全国劳模免费

公交卡”也十分便利，只需向区劳模办提

交劳模荣誉证书、身份证原件和一英寸照

片，再由劳模办工作人员实行统一代办，

办理完成后，区劳模办将送卡上门，方便

办事人。

临安“劳模贷”是支持临安区范围的

各级劳模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创业的经营

性贷款，最高额度为50万元，是服务劳模

创业创新的一项有力举措。临安区对劳

模贷申办模式进行了改革，在重新梳理完

善劳模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信息数据联

网共享，简化纸质报批、审批环节。符合

条件的劳模可直接在农商银行各网点完

成审核和办理手续，无需再到劳模办和临

安农商银行总行进行审批。

劳模办理这4件事方便了
临安区精准推出劳模“跑一次”礼包

市工业工会
举办精品课迎接工匠日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中）8 月 29 日，工业系

统“师道匠心”精品课技能讲座在佑昌（杭州）

照明有限公司举办。富阳、转塘区域的 5 家企

业 70 余名创新工作室成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杭州市劳模、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大型空分

焊接职工技能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杨红亮和徒弟俞

钰涵为当地焊工带去了一场题为《以师道匠心推

动技术创新》的精彩分享课，他用幽默的语音、鲜

活的事例，生动讲解了利用“气体保护焊”技术制

造空分压力容器方面的心得。杭叉集团电动车辆

装配工艺效能职工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傅开华和团

队成员童可嘉向所有现场创新工作室团队分享了

利用创新工作室载体推动员工五小五技活动的经

验做法。两位专家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开场，

以各自的奋斗历程作为匠心实践内容，最后以各

自对“工匠精神”的解读作为结尾，让在场所有听

众产生了思想的火花和思维的碰撞，也让大家对

工匠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此次“师道匠心”精品课技能讲座是工业工会

和杭实集团联合举办的“师道匠心内训师培养项

目”结业后的首次成果输出，通过内训项目，参训

人员的授课难点处理、教学方法运用、教学环节设

计、文字语言表达、授课互动交流等方面的能力都

有了很大的提升。

“师道匠心内训师培养项目”作为工业工会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克难攻坚项目，

旨在对系统劳模工匠、技术人员授课能力作一次系

统的检验和全面的提升，是提升职工素质弘扬工匠

精神的一次有效探索，更是以积极行动迎接全国首

个“926工匠日”的生动实践。本次的两堂工匠精品

课程受到在场职工的一致好评，大家点赞之余纷纷

要求，工业工匠精品课程能继续下去。工业工会将

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办好工匠精品课堂，进一步发挥

工业工匠和创新工作室作用，在全系统掀起学习工

匠精神、争当创新带头人的新高潮！

江干区总工会领导
走访茅以升事迹展览馆

本报讯（通讯员 马晓琛）9月5日下午，江干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春晓一行实地

走访参观茅以升事迹展览馆，仔细参观馆内陈列

品，认真聆听茅以升实验学校老师的讲解。茅以

升事迹展览馆位于茅以升实验学校内，陈列着反

映茅以升生平事迹的部分文化、生活用品，包括茅

以升生前用品，亲笔手稿、获得过的荣誉证书、与

领导友人交流的书信照片等实物资料，以及反映

茅以升在桥梁事业方面成就的文字与图片等。

为了迎接首个“926”工匠日，江干区正在打造

国内首条劳模工匠文化绿道。第一期工程目前正

在紧张施工中，力争于9月20日前完工。开展这次

参观学习，是为了能更好地学习茅以升这位现代中

国桥梁之父科技巨匠的精神内涵，更好地将这种工

匠精神融入、贯穿到劳模工匠文化绿道建设中去，

更好地展现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工匠精神，引导

广大职工群众学习劳模工匠、争当劳模工匠，让劳

动光荣、劳动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

我市教师
在全国竞赛中获奖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贺） 在第35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山东省教

育工会、山东理工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中小学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杭州

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的徐彬老师、来自杭州高级

中学的冯汉老师分别获小学组、高中组二等奖。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40岁以下从事中小学（含职业

高中）教育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设小学组（学科

范围限定为语文、数学、英语）、中学语文组、中学

数学组、中学英语组，共四个组别。以“上好一门

课”为竞赛理念，考核教师教学设计和教学展示两

个方面。评委会根据参赛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案、

教材解读与处理、学情分析及教学思路、教学过

程与方法、教学效果，结合语言教态进行综合评

分。大赛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122所学校

的123名选手参加。

萧山区总工会
举办全区工会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漏鑫瑞）8月26日，萧山区总工

会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区工会干部培训

班。来自全区各镇（街道、平台）工会、局（产业）工会

和基层工会示范点负责人共计150人参加。培训邀

请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教授陆明进行专题课程授课。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斌对上半

年的特色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安排了下半年的重

点工作，提出了思路，点明了要求。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顾大飞

寄语全区广大工会干部：一是要把自觉接受党的

领导作为第一原则，始终保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二是要把团结广大职工建功新时代作为第

一使命，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当好萧山高质量发展

的奋斗者。三是要把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第一目标，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

职工群众。四是要把深化工会改革作为第一动

力，推动工会组织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区总工会各部室负责人针对本部门的业务工

作进行了梳理讲解。瓜沥镇总工会、戴村镇总工

会、交投集团工会和杭州湾信息港工会现场进行

了交流发言。

近日，2019 年杭州市·恩施州“娃哈

哈·春风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湖北恩

施举行。仪式上，杭州市总工会与杭州娃

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娃哈哈”）向恩

施州总工会捐赠春风助学金300万元、职

工困难帮扶资金60万元，并向现场45名

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每人3000元。

与此同时，一场“娃哈哈·春风助学”

助学金发放仪式也在 600 公里外的贵州

黔东南举行。当天，杭州市总工会代表和

娃哈哈代表同样向黔东南州总工会捐赠

了春风助学金300万元、职工困难帮扶资

金60万元，并向现场50名学生代表发放

助学金每人3000元。

“春风行动”19年
累计捐款总额9460万元

自 1987 年创立以来，娃哈哈始终致

力于公益慈善事业，32 年累计捐赠善款

5.8 亿元，其中对教育事业的资助超过 3

亿元。

2000年，杭州市开展第一次“春风行

动”，旨在帮助困难家庭解决生活和就

业困难。娃哈哈是“春风行动”最早的参

与者之一，并且从2007年开始连续12年

创下单笔捐赠额最高纪录。截至 2019

年，娃哈哈向“春风行动”的累计捐款总额

达 9460 万元，是该项目累计捐赠金额最

多的捐赠方。

从 2011 年起，娃哈哈联合杭州市总

工会“春风行动”办公室，开启了“娃哈

哈·春风助学”专项援助项目，主要资助

建档困难职工和三区四县（市）低收入

农户家庭的子女就读国内全日制普通

高校、成人高校、高等职业学校。自设

立以来，该项目累计援助金额已达 8000

余万元，帮助近 3 万名困难学生走进大

学校园。

“春风助学”
向“全程一站式”迈进

娃哈哈除了为困难学生提供助学

金，还积极为受助学生提供培训、实习、

就业等机会，向“全程一站式”扶贫工作

迈进。

2015年5月，来自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数百名大学生，参加

了杭州市春风行动办公室和娃哈哈共同

举办的“娃哈哈·春风助岗”专场培训、招

聘会，娃哈哈优先为困难学子提供生产、

科研、管理等280余个岗位。

此外，娃哈哈每年都会走访慰问“春

风助学”受助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助学工作提供指导。

2019 年，为提升困难学生的社会实

践和创新创业能力，不断优化助学举

措，杭州市“春风行动”办公室与娃哈哈

联合举办了“春风助学”职业体验营，通

过为期一周的讲座培训、参观考察、岗

位实操等形式，帮助21名困难学生体验

职业生活，制定职业规划，增强就业创

业能力。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曾说：“娃哈哈

是杭州土生土长的企业，创业以来一直十

分重视教育。我们开展春风助学、助岗活

动，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拥有平等的人生

出彩的机会。”

从2000年到2019年，娃哈哈参与“春

风行动”已有19年。未来，娃哈哈将继续

深度参与“春风行动”，履行“产业报国、泽

被社会，让爱无所不在”的企业使命，为社

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民日报客户端近日刊文——

“春风行动”19载，娃哈哈累计捐款9460万元

邹伟锋 左伊凡 陈舜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