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假期间，南京林业大学研究
生院“美丽中国行”社会实践团队刘青
玉、金婷、李子健、刘千萌四人行程上万

里，历时80余天，先后在北京、南京、山
东等地追寻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足
迹，讴歌时传祥“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
净”的崇高精神，并传唱她们团队作词、
作曲的 《时传祥之歌》。

今年5月， 为响应团中央、 教育部
关于在高校推进 “美丽中国行” 暑期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号召， 南京林业大
学研究生院刘青玉牵头， 与同学金婷、
李子健、 刘千萌四人组成了 “美丽中
国行” 讴歌时传祥精神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团队。 并于7月10日乘火车抵达北
京， 在随后的十余天中， 刘青玉等人
开始寻找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足迹。
7月20日， 她们终于找到了时传祥曾经
工作的班组———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的东城区环卫十队。 在十队办公区内，
刘青玉等四人参观了时传祥陈列馆。

9月6日上午， 刘青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那天我们一走进环卫十

队的时传祥陈列馆， 就看到墙上那幅
195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接见群
英会代表时与时传祥握手的照片。 旁
边还有刘少奇说的 ‘你掏大粪是人民
勤务员 ， 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
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那句话， 以及
时传祥为感谢新社会发自肺腑提出的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口号，
十分震撼心灵。”

参观陈列馆后，刘青玉等人在十队
现任队长王立东的带领下，还参观了清
扫车辆、职工宿舍、食堂，并与一线职工
座谈， 了解了职工生活与工作的环境。
同时感到，尽管现在环卫职工的工作环
境与时传祥工作的那个年代发生了巨
变，但他的“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的精神，仍深深扎根在职工心中。

7月20日， 刘青玉等四人在东城区
环卫十队整整呆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
刘青玉等四人又前往龙潭公园， 参观

了时传祥纪念馆。
结束在北京的追寻后 ，7月23日早

上， 刘青玉等四人乘火车到了山东，后
转乘长途汽车来到时传祥的家乡德州
市齐河县赵官镇。 时传祥出生时的村
子，现已在新农村建设中进行了重新归
还，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已经搬迁到了
不远处的锦绣社区。但在这里，时传祥
的名字仍家喻户晓。

7月29日， 刘青玉等四人在齐河县
城市管理局 “全国工人先锋号” 时传
祥环卫班举行了纪念时传祥活动。 刘
青玉带领时传祥环卫班全体成员齐声
演唱了她们团队作词、 作曲的 《时传
祥之歌》 等， 齐河县电视台当晚和第
二天分五次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中
播放了相关新闻报道。 8月23日， 江苏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卫军，
挥毫将 《时传祥之歌》 歌词创作为书
法作品， 赠送给刘青玉团队。

“感谢中建二局上海公司给我们修路， 让我们出行方便
多了……” 前不久，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领导接到一封饱含
着浓浓真情的感谢信。 信中， 上海崇明团结村村委会代表三
百多户村民表达了对分公司捐款修建便民路以及共建帮扶行
动的感谢。

帮村民修便民路、帮扶农民工子女、志愿活动带动特色小
镇建设……近年来， 中建二局上海公司凭借公益活动扎根地
方，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捐款帮村民修建便民路

道路建设是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 也是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
件的保障。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了解
到团结村村民一直深受 “村村通” 支
干不畅的困扰， 积极与当地镇党委开
展共建活动。

公司捐款20万元帮助村民修建便
民路 ,这一 “民心工程” 为村民解决了
“出行难” 的问题。

上海分公司还与奉贤区金汇镇梁
典村党组织结成帮扶对子。 公司每年
捐赠10万元用于支援上海郊区新农村
建设， 并牵手郊区村党支部， 让公司
党建工作有了新的载体。 此外， 公司
还参与上海市对口援建云南红河洲地
区， 累计捐款20万元帮助云南地区建
设 “爱心文明桥”。 公司所属的苏州高
铁项目为苏州相城区慈善会捐款81200
元， 助推城市建设。 常州万达项目部
与项目所在街道开展同创文明城市共
建活动， 并为街道捐助10000元。 公司
党委还与南京路上好八连签订共建协
议， 累计安置转业军人就业6人， 为稳
定军心， 稳固国防做出应有贡献。

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樊学
民说， 在上海市文明办的 “牵线” 下，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响应上级号召与
上海的困难村———崇明港西镇团结村
结成共建单位， 开展了一系列城乡共
建及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

教育扶贫助民工子女梦想起航

2012年年初 ，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
司职工在一次实地走访过程中， 与农
民工子弟学校浦东民办大别山小学偶
然结缘。 破旧的桌椅、 斑驳脱落的灰
白墙壁的教室， 就连班级门牌都是老
师用粉笔写在木板上的……一系列办
学条件和资源配置与现代化学校相比
差距巨大， 看着让人十分心痛。 加之
很多孩子家长为谋生早出晚归， 浦东
大别山小学还要扮演 “临时托儿所 ”
的角色。

眼前的场面触动了每个职工的心。
不少已身为人母的女职工看着那些身
材瘦小求学的孩子 ， 不禁眼眶湿润 。
“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们要立刻行动起
来！” 职工们一拍即合。

“现在学校遇到首要问题就是资
金。 不如我们就专门制定一项专门资
助孩子们的基金！” 在公司领导的带领
下， 两千多名职工 “资金众筹”， 爱心
善款像滚雪球一般从苏浙皖沪到齐鲁
荆楚， 遍及公司总部和26个全国各地

的项目经理部,。 初步筹得63000元助学
金后， 公司迅速投入到浦东民办大别
山小学， 同时设立了 “中建二局 （沪）
大别山小学专项奖学基金”。

为了实现基金的公开透明管理，公
司还特别制定了《“中建二局（沪）奖学
金”管理办法》，明确了每笔奖学金钱款
的申领规范，并由企业财务开设专项账
户，代为管理，每学期为浦东民办大别
山小学成绩排名年级前十的50名小学
生发放奖学基金，每学期发放5000元。

基金运作了， 开始了助学活动第
一步。 面对这群天真可爱、 缺少父母
照顾关爱的 “小候鸟”， 公司的志愿者
们化身孩子们现实生活中最温暖的
“大白”， 为孩子们的成长不断助力。

孩子们渴望新课桌， 大家便为孩
子们带来了100套环保桌椅。 孩子的铅
笔短的可怜， 大家就买来800套学习用
具送给他们。 土操场一到雨天就变成
一片泥潭， 大家就筹钱铺了塑胶操场。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太贫乏， 大家就在
校园里添置了乒乓球和篮球场地。

在志愿者的精心指导下 ， 许多学
生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并在各
级各类的美术比赛中崭露锋芒。 为了
给孩子们 “书” 送快乐， 培养他们良
好的读书习惯， 公司职工还发出了捐

赠爱心儿童书的倡议， 呼吁企业职工
将自己孩子读过看过的八成新以上的
旧书捐赠给大别山小学的图书馆， 筹
集到的200余本儿童书籍， 为孩子们营
造出了 “书香校园” 的读书氛围。

六年为六百学子发奖学金六万

中建二局连续6年助力上海外来务
工子女完成求学梦想， 先后在浦东民
办大别山小学和鲁冰花小学设立 “中
建二局奖学金”， 目前已为600余人发
放奖学金6万多元。 2017年， “筑梦青
年” 志愿者团队跨越2000公里前往四
川达县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助力上千
名贫寒学子梦想起航。

随着助学行动的持续展开 ， 以及
公司微信平台的广泛传播， 许多单位
带着各种资源奔波而来， 流淌成一条
爱的河流。 很多单位纷纷加入到关爱
农民工子女， 帮扶农民工子女的活动
中来。 最初的爱心助学活动终于成为
了上海分公司的一项 “公益品牌”。

然而 ， 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
浦东民办大别山小学面临着拆迁问题。
孩子们不久可能将被分往其他小学就
读。 对于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的志愿
者们来说， 有留恋、 有不舍， 但更多
的是对孩子们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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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郝帅/摄

用志愿行动扎根地方

行程上万里 历时80余天

大学生实践团队传唱《时传祥之歌》

刘青玉向本报展示书法家王卫军的
《时传祥之歌》 歌词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李一然/文 刘巍/摄

———记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拥军、助农、助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