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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文 陈艺/摄

1月23日， 中国教科文卫体
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分党组书
记章国贤依次前往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明
天幼稚集团， 看望了周宪梁、 厉
以宁、 孙宏斌和雷海环4位劳模
先进，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张锦、 副主
席邱爱军陪同。

老病号专程前来看望名
医周宪梁

章国贤一行首先来到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 ， 在参观院史展览
后， 他们来到位于门诊楼二层的
内科11诊室， 七病区副主任、 高
血压诊治中心教授， 北京市总工
会副主席 （兼职） 周宪梁正在为
病人诊断。 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
作者、 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等荣誉
称号， 获得白求恩奖章。

患者老张2006年做完心脏搭
桥 ， 2013年起一直挂周宪梁的
号， 有时周教授不在， 他宁肯退
号再挂也要等周教授。 说话中，
一个头发花白的患者进来， 不是
来看病 ， 而是专程来看望周大
夫， 这位是周宪梁1996年的老病
号。 周宪梁和他们聊着天， 对几
个老病号的情况非常熟悉。 另一
个患者老吴在2010年慕名找到周
宪梁， 开的第一个处方就把老吴
的房颤控制住 ， 这么多年没犯
过 ， “周主任医术实在是高 ”。
“教授很辛苦， 一直和病人打交
道， 治好了这么多人， 不容易。”
章国贤感叹。

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书
桌用了２０年

窗外寒风凛冽， 窗内春意盎

然。 章国贤一行来到厉以宁教授
家中送上鲜花和慰问品。 作为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8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
授精神矍铄， 思维敏捷。 他是我
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学
者之一，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厉先生， 给您拜年了， 我
代表工会来看望您。” 章国贤握
住厉以宁先生的手， 向他致以新
春问候。 厉先生把新书 《改革开
放以来的中国经济： 1978-2018》
赠给来宾， 并在书上签名。

别看厉以宁著作等身， 但他
的书房还不到20平方米， 到处都
放着书籍， 靠墙的四开门书柜里
书已经摆满， 不得不摞起来。 老
式木制书桌已经使用了近20年，
“一是用惯了舍不得换， 二是确
实没地方摆新的。” 厉夫人何玉
春笑着说 。 “小书桌做出大学
问”， 正是在这台旧书桌上 ， 厉
先生写下一部又一部经典著作。
他这两天正在写一篇新文章， 稿
纸上的字迹清晰， 字里行间蕴含
着他对当今社会的深度思考。

孙宏斌27年坚守作出
大成就

在清华园里， 章国贤慰问了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
术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孙宏斌。
孙宏斌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 (通用项目)， 研
究核心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电网自
动化课题 。 在27年的科研生涯
中， 他根据导师提出的方向一直
坚持做这个项目， 解决了一个个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而他的办公室布置简朴， 摆放最

多的就是专业书、 演算稿纸和论
文报告。 “盼望您和团队作出更
大贡献。” 章国贤送上祝福。

清华大学工会主席王岩表
示， 清华工会一向重视师德师风
建设， 通过评选、 表彰、 宣传等
方式， 弘扬劳模精神， 服务好学
校的中心工作。 “要找到劳模先
进的闪光点， 切实发挥他们的模
范带头作用， 带动广大教职工立
足本职， 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雷海环投身教育领域提
供高质量学前教育

在北京明天幼稚集团总部，
章国贤把问候送给总院长兼党总
支书记雷海环。 她30余年坚守幼
儿教育领域， 建成海淀区最大的
学前教育集团， 集团下辖19所幼
儿园， 现有5000名幼儿， 她被评
为 “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 “北
京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雷海环带着章国贤一行人参
观了教工之家、 职工书屋等地，
将幼儿绘画作品送给来宾。 “我
们的布置融入幸福生活的理念，
目的是打造幸福型组织， 让教职
工 有 幸 福 感 。 ” 雷 海 环 介 绍 。
“现在社会上对幼教的需求量和
期望高， 你们压力大， 衷心祝愿
集团越办越好， 为职工提供高质
量的学前教育。” 章国贤说。

“在系统内和社会上更
好地弘扬先进人物的精神”

据北京市教育工会介绍， 当
天看望慰问的4位劳模先进是北
京市教育工会系统43万教职工的
突出代表， 既有高校教授、 普教
教师， 又有高校附属医院的专家
医生，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教书
育人， 做出大学问， 展现了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

章国贤说， 2019年全总 “送
温暖” 活动是在以往重点慰问困
难职工的基础上， 增加了看望慰
问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作出突出
贡献的时代楷模和先进人物环
节， 表达工会对劳模先进的敬意
和祝福 。 “这个群体做贡献很
多， 需要得到关心和慰问。 我们
要在系统内和社会上更好弘扬先
进人物的工匠精神和劳模品质，
带广大职工向先进看齐， 建功立
业， 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做贡献。”

1月22日上午， 来自中建二
局三公司冬奥会 “冰坛” 项目
及华嘉胡同项目的38名工友搭
乘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组织
的爱心大巴回家过年。

冬奥会 “冰坛” 工人马海
福今年34岁 ， 来自河南安阳 。
他已经有半年没回家了， 这次
能搭上爱心大巴回家， 他十分
兴奋： “我是第一次搭爱心大
巴回家， 不仅不用抢票， 还省
去了在车站的周折， 好想快点

回家见到我的一双儿女……”
发车前， 中建二局三公司

还为工友们送去了春节大礼包，
将公司的新春问候送回工人家。
自2014年起， 公司每年春节前
都会急工人之所急、 想工人之
所想， 以 “爱心大巴”、 团体购
票、 联系火车站上门送票等方
式 ， 解决工友回家难的问题 ，
利用企业自身资源， 为返乡工
友提供一份力所能及的温暖和
关爱， 为社会多做贡献。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1月21日， 东城区东直门街
道举办 “清风东直门·廉洁过大
年———讲 好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故
事”， 通过播放街道廉洁公益短
片、 现场访谈优秀人物， 以及
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廉洁
主题创意节目和民族传统节目
的形式， 展现街道干部的精神
面貌和地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
神状态。

现场播放的短片展现了东
直门街道每一名干部在不同岗
位的工作状态， 通过挖掘地区
感人事迹， 让身边人身边事带
动地区的廉洁建设。 四名清风

讲解员，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讲
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故事。

东直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东直门街道落实党的十九
大、 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分
别从强化内部管理、 加强学习
教育、 加强作风建设、 强化工
作落实和完善制度机制入手 ，
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不同形式
的廉政文化宣传教育， 让廉洁
意识深入到每名党员及居民群
众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去。 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 举办这样的
活动 ， 也是为营造地区廉洁 、
欢乐、 祥和、 安宁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讲述廉洁故事“清风”过大年

全总教科文卫体工会慰问知识界劳模先进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近日， 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
一处水域迎来了近百只野鸭， 成
为冬日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昨天
上午 ， 记者来到大运河森林公
园， 清澈的河面上近百只野鸭在
河面上嬉戏着。 河面的周围， 还
有不少喜鹊等鸟类在低空滑翔。

大运河森林公园工作人员
说， 前段时间， 公园一直在整理

河边干枯的芦苇， 暂时堆放在一
起， “芦苇比较结实也暖和些，
铺到地面上适合这些鸟禽居住。”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
不断推进， 通州各区域生态环境
也越来越好 ， 野生动物越来越
多。 “秋冬时节， 时常能看见野
兔和松鼠 ， 也出现过红隼 、 大
雁、 天鹅等国家保护动物。” 工

作人员说。
据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森林公

安处介绍，野鸭属候鸟，一般冬季
会迁徙到温暖的南方越冬。 之所
以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 缘于有
常年不结冰的水域， 繁茂的水草
和小鱼小虾又为野鸭提供了充足
的食物， 加上相关部门保护宣传
力度增强，使野鸭在这里越冬。

百只野鸭飞抵运河森林公园越冬
红彤彤的灯笼映照着一张

张纯真的笑脸。 昨天， 海淀区
甘家口街道四道口社区的30多
名小学生在一场灯笼手工制作
活动中找到了浓浓的 “年味”。

指导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了
春节挂灯笼这一习俗的由来和
灯笼的不同种类。 看似简单的
灯笼， 真正动起手来也挺需要
耐心。 小朋友们小心翼翼组装
好龙骨， 细心地剪裁好红纸再
糊到龙骨上， 一盏灯笼就初具
雏形了， 最后一步就是装上灯
泡， 让灯笼亮起来。 “我做的灯
笼虽然不像买的那样精美，却包
涵了我的一份心意。 ”一位小朋

友说道，“等去奶奶家拜年时，我
要把我做的灯笼挂到奶奶家的
客厅里，这样奶奶看见灯笼就能
想起我的新年祝福。 ”

该活动是由海淀区甘家口
街道主办的 “福满京城 春贺神
州”———青少年品年俗手工制作
的首场活动。为让地区青少年能
够发现年味，体验年俗，甘家口
街道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将举
办18场青少年手工制作活动 。
“有灯笼制作、 剪窗花、 打中国
结，都和春节习俗有关。 希望通
过活动，让地区青少年感受到团
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甘家口街
道工作人员孟显楠介绍。

爱心大巴送工友回家

□本报记者 白莹

动动小手做灯笼 红红火火寻年味

温暖送进书房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