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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首席技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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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10月24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
闭幕。 党的十九大是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开启党和国家事业新征程的一次大
会， 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
大里程碑意义。 7天的盛会， 2300多名
十九大代表和特邀代表， 履行使命，
描绘蓝图， 凝聚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 回到基层后， 代表们积极开展宣
讲活动， 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思想精髓， 把十九大精神原原本
本、 原汁原味地带到企业、 学校、 医
院， 带到每一位群众和一线职工身边，
掀起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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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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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培养一批
高技能青年人才

让身边技师
都成为工匠大师

“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 我
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一定要以两个报告决议和党
章修正案决议中的大会号召、 大会要求的精神去
做。 按照１０月26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全市领导
干部会上的讲话精神 ， 特别是蔡奇书记提出的
‘十八个深刻领会’ 的要求，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 在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来。” 巨晓林说。

巨晓林是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全总兼职副主
席。 30年来， 他参加了11项国家重点铁路电气化
建设， 总结了创新方法98项， 创造经济效益一千
多万元。 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国家级技
能大师、 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
模范。 2011年11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他
的名字命名 “巨晓林技能大师工作室”。

今年， 巨晓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十分激动， 感慨很深： “十
九大期间， 驻地没有摆放鲜花， 没有欢迎标语 ，
会场与接送车上也没有瓶装矿泉水， 没有纪念品，
大厅也没有任何鲜花装饰。 不搞代表接送仪式，
吃饭和住处， 就像党风一样清正、 明爽干练利落，
改变旧样子， 树立新风尚， 服务更热情。”

巨晓林告诉记者， 学习十九大精神， 首先要
深刻领会十九大的主题， 全体党员要与广大职工
同呼吸、 共命运， 深刻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的新特点， 把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需要当
作一项重点工作。 比如 “幸福之家” 建设， 让员

工在幸福中为企业工作， 使每一位员工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 同时要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 要向干
部员工讲清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 讲透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面临的严峻挑战、 讲明推动企业持
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要深刻明确我们过去五年
发展的成绩， 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是在
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新发展理念、 全
面深化改革而取得的， 是全体党员、 干部、 员工
努力奋斗的结果。” 巨晓林表示， “要深刻领会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和中纪委工作报告主要精神，
牢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党
章修正案的内容和意义，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把
党的政治纪律挺在前面 ， 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
风。” 巨晓林说，“作为一名接触网工人， 我清楚认
识到，保持一流的铁路建设者这个荣誉是非常重要
的，必须要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 高技能的
青年人才， 以及高水平的创新团队。 建立人人爱
学习的氛围， 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 人人努力
成才、 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每个员工要把自己的理想、 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
起， 为企业健康持久稳定发展而努力。”

“现场亲耳聆听总书记作报告， 是一种享受，
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都说到大家的心坎里。 我
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年代， 既是改革的参与
者， 也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 有着 “全国女焊
花” 美誉的十九大代表、 首钢技术研究院首席技
能操作专家刘宏， 是第二次以代表身份出席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6日她在首钢技师学院宣讲，
27日上午到首钢技术研究院、 下午到首钢机关党
委班子宣讲， 晚上回到家， 她又马不停蹄赶到社
区， 和 “老街坊” 们聊起了十九大精神……短短
一天半时间， 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场宣讲了。

刘宏有着多项绝技， 一条漂亮的焊缝， 焊溶
深度不足1毫米， 合格率100%。 在点亮的灯泡上捆
上0.5毫米细的铁丝，用气焊割断铁丝灯泡不灭。

刘宏有着很多荣誉， 2007年获北京市经济技
术创新标兵， 2008年获首都劳动奖章， 2009年获
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0年获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全国
劳动模范， 201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2年
获全国技术能手， 2013年获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
2014年获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优秀人物、 中华技能
大奖，2015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刘宏
工作室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刘宏谈到了自己参加十九大的感触： “5年里
我们每年都要提交议案， 平时要到基层走访调研，
把党中央的声音带到基层， 也让中央能听到更多

老百姓的心声， 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
说起上会的细节， 刘宏说， 第一天上会从大

会堂回到宿舍已经夜里两点多， 一翻手机， 20多
个未接来电， 近百条微信， 亲朋好友、 同学同事
都发来问候。 刘宏说： “北京团每天讨论的结束
时间都推迟。 大家畅所欲言， 会场气氛特别热烈，
尤其是基层代表发言不限时间。 我是基层代表里
第一个发言的， 给大家讲了首钢石景山厂区这几
年的变化， 尤其是冬奥组委所在的西十筒仓， 创
意带来的变化， 让人惊喜不断。”

“我们国家缺乏好的技能工作者， 会上我就
建议 ， 要进一步督促企业对工匠体制机制的落
实。”刘宏说，小到配件大到飞机，都需要好的工匠。
刘宏说， 眼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宣传好十九大的精
神， 将来最重要的事是带好徒弟， 让身边这些85
后、90后都能成为工匠、大师，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刘宏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知识
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弘扬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 “我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大会精神，
永葆劳模本色、 党员本色， 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变
为制造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