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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习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全社会

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

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在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回信重要精神”上，广东工会还

可以有哪些作为？

李长峰：省总工会高度重视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重要精神，5 月 3

日，在省总工会党组专题会议上，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吕业升

强调，要抓紧制定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计

划，认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贯

穿的人民立场、劳动情怀、奋斗精神和本

领关切。

5月4日，在省总工会十三届六次全委会

上，专门安排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

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吕

业升在讲话中要求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认

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及全总

学习宣传贯彻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工

作。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省总

全委会议通过了《广东省总工会关于团结引

领广大职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为广东

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建功立业的

决议》。

5月7日，在“每周一学”机关学习会上，

省总工会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传达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

日前，省总工会制订了《广东省总工会

关于深入传达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

精神的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在省总机

关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的基础上，省总工会还将组织全省各级

工会和职工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

信精神，结合“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活

动全面系统持续地学。同时广泛开展宣

传，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关爱传递到每一

位劳动模范和职工心坎上；切实抓好回信

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作，准确把握回信对劳

动模范、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提出的明确

要求，进一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

黄岩：中国的改革开放，前20年提倡效

率优先，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后20年来，开

始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关注

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广东是全国劳动用工

最大的一个省份，也是农民工群体最大的

省份。广东的经济发展，肯定能够左右或

者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同样的道

理，广东省的工人状况，他们过得好不好，

他们的地位高不高，也是整个国家状况的

反映。代表职工群众说话的广东省总工

会，应该站在全国各省总工会的前列。最

近这几年，广东省总工会做了一些努力，比

如有些很好的集体协商的案例，工会律师

团、工人在线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走在全

国前列的，在探索集体协商的广东经验，特

别是在“增三性、去四化”上也要走在全国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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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学员集体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写信，汇报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

会，表达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五一”前夕，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向他们以及全国所有劳动模范、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本次“工报圆桌”邀请劳动模范、工会主席、专家学者、职工群众代表畅谈学习

“回信重要精神”的深刻体会，聚焦如何将“回信重要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去。围绕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展情况，让劳模、工会主席、专家学者与职工畅谈工

会对劳模的关爱支持，以及如何讲一步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引领广大职工为新时代

建功立业。

主持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重

要精神”有哪些体会？

巩宇：从“回信重要精神”中，我再次

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劳模的关心和重视，也

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之重。

颜柏青：习总书记的回信，令我非常

兴奋、备受鼓舞！我将继续尽己所能，诚

实劳动、勤勉工作，让我们的城市更干净、

更美丽！

梁治昂：习总书记对包括劳动模范在

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如既往

的深切关怀、殷切期望和深情嘱托，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劳动者群体的高度重视，是对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鼓舞和有力鞭策。

主持人：你是如何理解“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你通过劳动得到了什么？

黎志军：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

动，都是可贵的、光荣的。劳动不仅联系

着人的健康和智慧，也联系着人的快乐和

美好。人的伟大其实就在于会劳动、能劳

动和爱劳动。通过劳动我们不仅收获了

报酬，还使我们生活丰富多彩，劳动锻炼

造就了我的思想意识和专业技能的不断

提升进步。

巩宇：作为从事调峰调频发电技术型

工作人员，一个细微的差错，就有可能引

发重大发电事故，危及人员安全和社会财

产损失。此外，如果面对技术难题避难就

易，行业也无法向前发展。所以在我看

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诚实劳动和勤勉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杨永康：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无疑

吹响了新时代靠勤劳的双手推动社会和

谐文明、国家繁荣兴旺、人民富足幸福的

号角，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向先

进劳模看齐，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我们砥砺

奋进，也要为众多的平凡劳动者讴歌，从

制度安排和行动上尊重劳动，多关注劳动

者群体，让劳动的价值能得到更全面的彰

显。

颜柏青：诚实劳动代表着脚踏实地

工作，而且环境卫生与人们的生活环境

和健康息息相关，如果带着马马虎虎的

心态从事环卫工作，不仅卫生面貌和生

活环境差，甚至可能引发重大疾病。当

我用勤劳的双手，为干净整洁的环境付

出了辛勤汗水的同时，看到周围的环境

得以改善，内心的快乐和成就感，也随之

而来。

主持人：结合实际，该如何将“回信重

要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中？

巩宇：对于“回信重要精神”，首先，从

我自己做起，然后，潜移默化地影响成员，

并最终落实到实际行动上。由我引领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以 80 后居多，情

绪和思想浮动大，意志力也较为薄弱，我

作为工作室的引领人，有责任和义务，通

过加强思想沟通和工作指导，培养他们艰

苦奋斗的精神，以“回信重要精神”为指

引，使之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黎志军：我在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工作两年多了。我主动学、勤动手，不断

提高专业技能，积极参加劳动竞赛、技能

比武，为集体争荣誉，以虔诚的态度和切

实的行动创造价值，促使自己成为一名岗

位标兵、技术能手。

主持人：身边有哪些劳模，如何学习

他们的劳模精神？学习他们的“干劲、闯

劲、钻劲”？

黎志军：我身边有技术能手周成龙，

他不懈追求拼搏不止；技术大咖毛新生，

用自己的“烧脑”打造“超脑”；天然气管线

“活地图”黄汉勇，管网的安全就是生命。

还有我们熟悉的劳模前辈王进喜、时传祥

等，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始终把人

民利益作为言行出发点，实现了崇高的价

值目标，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人怎样

活着”这样的人生观命题，同时为社会、为

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名新奥

员工，我会时刻以他们为榜样，熏陶、自

勉、启迪、激励自己，提升效能，提高执行

力，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主持人：工会对劳模的关心关爱体现在

哪些方面？

颜柏青：我在环卫行业打拼了20多年，

环卫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给我带来了不小的

挑战。我不会用电脑如同半个文盲。但很

幸运的是，工会向我伸出了援手，免费开设

计算机课程，助我们老一辈人跟上时代，从

而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此外，工会每年组织

劳模体检、疗养和学习交流的平台等。我定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组织对劳模的期望，

在接下的日子，珍惜荣誉、保持干劲，通过学

习不断武装头脑和努力创新，发展和培养骨

干，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环卫行业。

杨永康：工会在劳模的关爱支持上，第

一是提高经济待遇，合理合法地给予劳模经

济上的奖励，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劳模，持续

长效开展困难帮扶；第二是提升政治待遇，

通过各种载体，为劳模搭建干事创业的平

台，让劳模成为技术或相关领域带头人，在

创业创效中，实现劳模的岗位或职务提升；

第三是给予精神奖励，通过网站、报刊、宣传

栏、表彰会等形式大力宣传劳模，组织开展

劳模事迹分享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和实干精神，以劳模榜样引领凝聚职工

群众力量，鼓励职工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王月梅：各级工会非常重视劳模，将劳

模精神转化为品牌效应，在全社会唱响“劳

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还借助定期

体检、节日慰问、日常走访等形式关心关爱

劳模的生产生活，营造出“尊重劳模、关爱劳

模”的浓厚氛围。身为劳模，我深深地感受

到娘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主持人：近年来，工会在积极推进劳模

创新工作室建设。在这过程中，你们是如何

“干、闯和钻”的？请结合实际工作，谈谈怎

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引领广大职工为新

时代建功立业。

颜柏青：2014 年，在广州市黄埔区总工

会支持下，公司成立了颜柏青劳模创新工作

室，并拨了专款，为我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和

发现的问题提供了实践创新的平台。2016

年，该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广州市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立工作室期间，我瞄准“痛点”搞创

新，为了防止污水滴漏造成二次污染，两改

防滴漏装置，大大减少了维修成本，节约经

费，让垃圾车更环保了，也提高了机械化作

业的效率。

巩宇：工会允许我们失败，是对我们最

大的鼓励和支持。从全总、省总到公司工

会，对创新工作室成员的生活和工作均给予

了很大的帮助，除了日常节日问候和关怀

等，还提供了创新和学习交流的平台，让我

们不断敢于尝试和试错，让技术创新的成果

提高安全生产的效率。有成功的成果是最

好不过，但让成员的技能和意志力均得以提

升，才是持之以恒的创新源泉，也是我们的

初衷。如今已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人

工智能+”已经到来，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回信重要精神”，我将引领工作室成员加入

“人工智能+”的时代，在采集大数据基础上，

通过模拟人工智能分析模型，代替人工分

析，打造调峰调频发电界的“阿尔法狗”，让

技术人员可以进一步专注于更多更有价值

的工作。

王月梅：惠州仲恺高新区总工会为劳模

提供平台成立了6间创新工作室，我就是其

中“劳模工作室”的召集人，负责召集全区的

劳模定期组织活动，服务好区里的职工、劳

模，也为我省人大代表的职务履职尽责。

梁治昂：2003 年，我加入阳江市风筝协

会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风筝文化事业，在

掌握传统风筝制作的基础上，还着力研究各

种立体风筝和软体风筝的制作技艺。近年

来，在工会的指导下，我建立了梁治昂劳模

创新工作室，致力于传授阳江风筝制作技

艺、研究技术创新、改良传统风筝、培养专业

人才等工作，让阳江风筝走进校园和其他城

市，弘扬和宣传阳江风筝文化。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劳模的重视

谈落实 以劳模先进事迹为学习材料，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谈创新 工会为劳模搭建了干事创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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