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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每一位共和国奋斗者

4月27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五星穹顶璀璨夺目。

外卖小哥宋增光站到了领奖
台上， 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首位荣
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的外卖
骑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
是属于整个外卖骑士群体的荣
誉。” 自2014年入行， 宋增光已
经在配送行业耕耘了7年多， 从
骑手晋升为站点站长， 辅导了超
过400名骑手。

“五一” 前夕， 在珠海情侣
南路施工现场， 一年多未回家的
中建一局技术员赵智鹏， 依旧十
分忙碌。

走南闯北建设工程， 每年与
家人团聚时间少之又少。 加上去
年疫情严重， 这个项目的十几名
员工一直在一线没能回家。

“在施工现场风吹雨打， 和
家人聚少离多。 但当我们看到亲
手建设的城市越来越美， 内心无
比自豪。” 赵智鹏说。

有梦的人生才精彩， 奋斗的
时光最美丽。

32年前， 电力小伙胡少君把
“万家灯火中那盏不灭的光亮 ”
作为自己前行的动力和目标。 如
今， 身为国网江苏海安市供电公
司输变电运检中心一班班长的他
仍然奋斗在一线。 在高达五六十
米的铁塔上， 他手把手带领年轻
一代的工人， 从一般人难以注意
的细节里， 分辨出线路设备细微
的异常运行状态……

“让城市与城市之间快速通
达”， 是铁路设计师郑洪多年的
梦想。 由他牵头设计的长三角一
体化重要项目沪苏湖高铁正在加

紧建设， “轨道上的长三角” 正
逐步由梦想变为现实。 这位中国
铁建铁四院副总工程师的案头，
层层叠叠的设计图纸， 堆起来足
有半米多高……

每一个追梦的姿态， 都将被
定格为历史 ； 每一滴奔跑的汗
水， 都将浇灌出未来。

“个体在努力创造幸福人生
的同时 ， 也在参与创造伟大时
代。 一个个小目标连在一起， 企
业的发展愿景一点点实现， 国家
就能前进更快、 走得更远。” 全
国劳模、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炎顺说。

梦想为舟， 奋斗作桨； 征途
漫漫， 唯有奋斗。

新的征程已经展开， 时代在
召唤： 来吧， 每一位奋斗者， 让
我们集结再启程！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4月30
日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显示， 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
量28560万人， 比上年减少517万
人， 下降1.8%。

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16959
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
2.7%； 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
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在外
出农民工中，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
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
少399万人，下降3.0%。

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 比上
年提高 0.6岁 。 从年龄结构看 ，
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9.4% ， 比上年下降 1.2个百分
点； 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6.4% ， 比上年提高 1.8个百分
点， 占比继续提高。

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 占
比提高 。 在全部农民工中 ， 未
上过学的占1%， 小学文化程度

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55.4%，
高中文化程度占16.7%， 大专及
以上占12.2%。 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1.1个百分点。

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
于外出农民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
4072元， 比上年增加110元 ， 增
长2.8%。 其中， 外出农民工月均
收入4549元， 比上年增加122元，
增长2.7%； 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
3606元， 比上年增加106元 ， 增
长3.0%， 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分行业看， 农民工就业集中
的六大主要行业月均收入继续增
长。 其中， 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
均收入4096元 ， 比上年增加138
元， 增长3.5%， 增速最快。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不
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
积21.5平方米， 比上年提高1.1平
方米， 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
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

2020年农民工数量减少517万人

法国公布“四步走”解封计划
新华社电 据法国媒体4月29

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该
国将从5月3日起分四个阶段逐步
解除封闭隔离措施。

马克龙是在接受法国多家媒
体采访时宣布“四步走”解封计划
的。 根据这一计划，自5月3日起，
白天出行和跨地区旅行的限制将
被解除， 初中和高中学生将返校
上课 ；5月19日进入第二阶段解
封， 宵禁开始时间将从每天19时
推迟至21时， 餐馆和酒吧的室外
露台、商场、博物馆和电影院等将

重新开放，但需限制人数。
在6月9日开始的第三阶段，

宵禁开始时间将推迟至每天23
时， 餐馆和酒吧的室内部分将重
新开放， 文化和体育场所将恢复
开放但需遵守人数上限规定， 将
开放外国游客入境 ， 但需持有
“健康通行证明”； 6月30日， 法
国将进入最后阶段解封， 宵禁将
被解除， 文化和体育等公共场所
将全面恢复开放， 并可根据当地
防疫情况取消参加人数限制， 但
民众仍需遵守社交安全距离。

4月30日15时27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 成功将遥感三十四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四号卫星

———写在建党百年之际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 又一个劳动者的节日向我们走来！
建党百年之际， 回望奋斗史， 瞻望奋进程， 田间地头、 工厂车间、 科研一线，

一代代劳动者奋力奔跑。 他们跃动的身影， 定格成奋斗中国最美丽的画卷， 汇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磅礴力量。

北京， 劳动人民文化宫。
走进 “百名劳模图片展 ”，

仿佛走入了一个时光隧道。 一张
张照片、 一件件实物， 满载时光
的记忆， 带来心灵的震撼———

“边区工人” 赵占魁， 在高
达上千摄氏度的熔炉前， 穿着湿
棉袄代替石棉防护服， 终日汗流
浃背， 从不叫苦叫累； 大庆 “铁
人” 王进喜， 立下 “宁肯少活二
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
铮铮誓言； 产业工人许振超， 先
后6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
“振超效率” 令世界惊叹； “金
手天焊” 高凤林， 先后为90多发
火箭焊接过 “心脏”， 攻克了航
天焊接200多项难关， 成为航天
航空领域首屈一指的 “大国工
匠” ……

他们的名字 ， 普通又不普
通 ； 他们的事迹 ， 平凡又不平

凡。 他们， 见证着中国人勇攀高
峰的坚定志向， 折射出劳动者的
精神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先后召
开16次表彰大会， 表彰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超过3万人次。

时代在变， 奋斗底色不变。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艰苦奋
斗、 勇于创新， 淡泊名利、 甘于
奉献” 的劳模精神， 正是新时代
奋斗者的人生注脚。

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沿线，
盛开着老挝的国花———鲜艳的占
芭花 。 这里 ， 还有一位美丽的
“中国占芭花 ” ———中国中铁中
老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马玉
蓉。 协调项目建设、 规范采购招
标流程，组织开展“中老铁路课外
辅导员”活动，让老挝孩子们更多
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铁路……
在异国他乡， 她看着铁路一寸寸

延伸。 一守， 就是11年……
走进中车四方钳工宁允展的

家， 小小的阳台上， 摆满了各种
五金装备， 这是他下班后继续磨
炼技艺的 “微缩版” 车间。 50微
米， 比发丝还细， 是他精雕细琢
的最大空间。 他研磨的是高铁列
车转向架的关键部位定位臂， 相
当于列车的 “脚踝”。

研磨、 报废、 再研磨……10
多年如一日， 宁允展在研磨工艺
上精益求精。 他发明的研磨操作
法将研磨效率提高了1倍多， 使
长期制约转向架批量生产的难题
得到破解……

他们中， 有科技创新一线的
“排头兵 ”， 有重点项目建设的
“领头雁”， 还有许许多多平凡岗
位上苦练内功的劳动者……每一
位奋斗者都是共和国的财富、 新
时代的基石。

“人生在勤， 不索何获？”
清晨不到7点， 37岁的房浩

已 “潜入” 地下。 作为中铁十九
局 合 肥 地 铁 2号 线 项 目 经 理 ，
“做城市地下的样板工程” 是他
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

参加工作16年来， 他把工地
当成了家， 一年有300多天坚守
在施工现场， 常常值班到深夜。
工程专业出身的他爱琢磨， 分析
各专业特点、 总结施工经验， 思
考施工技术、 方法有哪些改进空
间。 “每个岗位有每个岗位的责
任 ， 每个职业有每个职业的担
当 ， 靠的都是一个 ‘勤 ’ 字 。”
他说。

千里之外， 中建三局北京丰
台区小瓦窑项目机电设备负责人
曾富国正在对施工人员进行清晨

班前安全提示。 再有一年多， 59
岁的他就要退休了， 但 “把安全
规章扎扎实实落实到每一个施工
环节” 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 一
点都不能马虎。

“工作30多年， 我最骄傲的
是从没出过一起责任事故。” 他
说。

扎扎实实做事， 勤勤恳恳劳
动。 在中国奋进的脚步里， 劳动
和奋斗是最强劲的脉动。

“桥吊作业好比是在高空
‘穿针引线’。” 宁波舟山港北仑
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班
大班长竺士杰说。 在40多米的高
空，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和规格
不一的船型， 他和他的班组总
能快速而准确地完成集装箱装
卸。

从一名技校生到全国劳模，
从独创高效率桥吊操作法到带动
团队一同创新……工作 20余年
来， 竺士杰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和
精益求精的追求， 展现了平凡岗
位上劳动者的风貌。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梦想
不会自动成真。” 今年， 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余年来，
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前赴后继的
艰苦奋斗，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焦裕禄、 邓稼先、 杨善洲、
屠呦呦……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闪耀的是一代代人的劳动精神；
“两弹一星”、 红旗渠、 “神舟”
飞天、 “玉兔” 落月……一个个
光辉的坐标， 凝结的是无数人的
奋斗情怀。

岁月的流动中， 奏响奋斗强音

时代脉动里， 梦想集结起航

时光的坚守里， 见证精神传承

泰国5月起恢复入境隔离14天措施
新华社电 因新一轮疫情发

展迅速， 泰国刚放松不到一个月
的入境防疫政策将再次收紧。 该
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4月29日宣
布， 自5月1日起海外入境隔离期
将恢复至14天， 同时全国再次升
级疫情管控措施。

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
维辛在4月29日的记者会上说 ，
所有入境泰国者自5月1日起， 无
论国籍、 是否已接种新冠疫苗，
都将面临14天隔离期。 此外， 泰
国全境实行强制口罩令， 任何人

在公共场所未戴口罩都将面临最
高2万泰铢 （约合人民币4144元）
的罚款； 全国的娱乐场所和教育
机构都将关闭。

泰国政府还决定， 将全国划
分为3个不同程度的疫情管控区，
包括曼谷和清迈在内的6个府将
升级为 “高度严格管控区”。 在
此类管控区内， 禁止20人以上聚
会， 所有餐厅禁止堂食、 仅允许
外带 ， 关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
所， 购物中心、 便利店等缩短营
业时间。

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