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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图片新闻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脱下军装
转业到不同岗位，却始终保持着军人
的本色，退伍不褪色，当有灾难总能
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在宝鸡交通执
法战线上就有这样一位退伍军人，他
面对疫情，舍小家、为大家，毅然选择
逆行，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转业不转
志、退伍不褪色”的军人风范。

现年41岁的张建伟曾经是一名
军人，转业后被分配到宝鸡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他始终坚持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
作态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怨无
悔。三月初，宝鸡出现多例输入性新
冠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张建
伟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主
动请缨。他的两个孩子大的10岁，
小的才上幼儿园，但是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他没有过多考虑，
就毅然报名成为了执法支队首批抗
疫志愿者其中的一员。

宝鸡疫情爆发后，张建伟第一时

间就和其他4名志愿者一同下沉到
金台区曙光路西社区开始支援抗疫
工作，参与帐篷搭建、张贴抗疫管理
办法和通告，协助社区工作人员设置
隔离带，并每天主动承担疫情防控
点、核酸采集点的消杀工作，核酸检
测扫码，尤其帮助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完成注册、扫码，参与值守
执勤、维持秩序、居民核酸预约登记
等工作，重复同样的工作，每次累得
腰酸背痛，但他毫无怨言，觉得每一
天都过得非常有意义。

无论白天和黑夜，张建伟始终坚
守社区值守，进行人员排查、宣传劝
导、监测体温等疫情防控工作。“请带
好口罩，保持一米间隔，做完后赶紧
回家，不要聚集……”这句话张建伟
每天不知道要说多少遍，顾不上喝
水，嗓子沙哑，经常忙得吃不上一口
热乎饭。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关键时刻
必须顶上。只要疫情防控需要，我会

坚决服从指挥，组织指到哪里、我们
就冲到哪里，疫情不退我不退。”张建
伟无比坚定的说，“党有号召，我必行
动，像我这样在疫情期间下沉一线抗
疫的人还有许多，我所做的是一个党
员、一个退伍军人、一个公职人员应
该做的，只有千万个我们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投身到一线参加抗疫，才能
使抗疫战斗中取得胜利，才能使我们
所在的城市恢复健康，才能使我们的
家人朋友和广大群众安全幸福的生
活。我们更应该向广大医护人员学
习、致敬！最辛苦的是医护人员，许
多人通宵达旦彻夜奋战，她们既是医
护人员，也是子女，同是父母，他们
的精神更值得人们去赞扬和学习。”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同
时他的妻子也自愿在万祥锦园小区
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夫妻两人奋战在
宝鸡疫情防控第一线，在疫情防控中
比翼齐飞，用实际行动为群众编织安
全防线。 文 / 祁军平

咸阳公路局
观看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本报讯 5月10日，咸阳市公路局组织党员干部
及青年职工观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大会直播。

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青年职工深
受鼓舞，纷纷表示：要牢记党的教诲，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希望和要求，积极践行青年初心使命，围绕公路
养管中心工作，服务公路交通发展大局；要在疫情防
控、工程建设、抢险保通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
发挥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为咸阳公路事业高质量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爱琪）

省高速路政十支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 近期，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第十

（商洛）支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
教育月”活动。

该支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两路”
精神等新时代交通精神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服务人民群众。深入辖区
沿线发放宣传彩页，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深入货运源头企业宣传“文明交通”实践行动。同时
开展行业精神宣传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将实践教育月
活动与“三落实三提升”活动紧密结合，一线执法人员
积极履职，通过实际行动实现精神有形化、宣传多样
化、成果实物化。 （岳 啸）

西渭分公司
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讯 近日，西渭分公司组织员工举办“抗击
疫情心理防护 守好心灵绿码”心理健康知识线上线
下讲座，提高职工心理健康水平。

讲座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多个角度，不同
层面，解读了情绪是什么、情绪从哪里来、如何处理破
解等专业知识，从心理压力与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的
关系、压力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和讲解。并
通过举例分析、现场互动等方式帮助大家识别常
见的心理问题，传授心理疏导的基本方法和呼吸
放松挂钩法等解压小技巧，引导大家在疫情期间
如何缓解释放压力，树立心理健康理念，养成积极乐
观的生活方式。 （张 雯 曹铵容）

为推进“党旗红 公路美”党建
品牌建设，5 月 7 日，临渭公路管理
段 在 辖 区 205 省 道 K844 + 678-
k846+678 路段，开展创建党员示范

路活动。该段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印发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机关全体
在职在岗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每
月在“党员示范路”路段参加劳动不

少于 2 次。图为该段党员在“党员
示范路”进行修剪树木、清洁绿化平
台、捡拾垃圾等作业。

文 / 图 贺耀林 王 彦

丹凤公路段驻村兴农促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丹凤公路管理段驻武关镇栗子坪
村工作队，配合村委会入户宣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专题会议精神。

驻村工作队同村委会成员联手分片包组包抓，两
人一组分别到各村民小组，入户宣传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的优点和政策，逐户做新标准种植的思想工作，并
印发种植规范资料，从思想上调动农户新标准的积极
性。由于近期气候干旱土壤缺乏墒情，工作队协调村
委会帮群众提供水泵，水管等农具，联系农技人员进
行了现场技术指导。目前已顺利完成大豆玉米种植
面积200亩，在全镇名列第一，被镇政府评为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村，并在栗子坪村召开全镇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现场会，驻村工作队受到镇政府的
表扬和群众的称赞。 （张晓红 杨 喜）

汉村收费站召开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近日，108国道大荔汉村公路收费党支
部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学习讨论渭南市第六次党代会
精神。

该站党支部认真组织学习《渭南市第六次党代会
精神宣讲提纲》。要求党员干部对会议精神进行熟学
通学，原原本本读、逐字逐句领悟精神实质，从会议
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忠诚“两个确定”、践
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组织党员干部结合全年收
费任务，聚焦公路收费工作及惠民政策落实，谈思
路、谈目标、谈体会，大家表示要努力将学习成效转
化为推动公路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全年收费任
务顺利完成。 （杨鹏刚 丁 娟）

耿镇检测站宣讲市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5月6日，西安市公路局耿镇超限运输
检测站党支部开展西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讲
活动。

宣讲会从深刻认识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主题主
线和重大意义，全面了解过去五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和
宝贵经验，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今后五年西安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以及新时代
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等方面，对党代会精神进行了全
面解读和学习。会议提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结合工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
勇于担当作为，为干线公路治超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
交通力量。 （刘魏源）

古镇管理所开展党团共建活动

本报讯 近日，西略分公司古镇管理所党员团
员到汉中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党史学习教育基
地——上元观古镇，开展“重温革命征程 凝聚奋进
力量”主题党团共建活动。

大家认真参观刘秉钧烈士故居、龚逢春生平事迹
展馆和红四方面军上元观会议遗址，重温革命史迹，
重温入党、入团誓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荣誉感和使
命感。随后，大家现场交流“全国两会”精神学习心
得，表示要持续深刻把握会议精神，激发新干劲、焕发
新活力、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干事创
业能力，促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高速公路运营事
业培养优秀人才。 （李若凡）

淳化公路段小菜园里种菜忙

近期，淳化公路管理段干部职工在工作之余，对
单位小菜园进行施肥、翻地、整理、铺地膜，种植西红
柿、黄瓜、豇豆、辣椒等蔬菜。近年来，每到播种季节，
该段就组织干部职工在小菜园种植蔬菜，不仅丰富了
职工的餐桌，使大家吃上了绿色、营养的放心菜，同时
也培养了大家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凝
聚力和向心力。 文 / 图 张 华 贾正飞

蓝商分公司
开展爱卫志愿服务活动

日前，蓝商分公司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葛牌镇红
军魂广场开展“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从我做起”爱国
卫生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对广场地面及周
边道路进行地毯式清扫，捡拾垃圾、铲除绿化带杂草、
清理排水沟泥沙。同时向附近居民宣传防疫知识和
文明健康生活理念，号召村民将低碳环保理念融入到
日常生活中。 文 / 图 马梦 吴菲

“退伍”不“褪色”“疫”线显担当
—— 记宝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张建伟

5月10日上午，渭南市公路局组织局
党委委员、相关科室负责人及临渭公路段、
高新公路段负责人在渭富桥头路段召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委会。将党委会议室移
至养护现场是今年以来局党委为拓展党委
会召开形式、提高决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
的一项工作机制。

会议现场，承担本次会议议题的科室

提前布置安全设施，养护设备厂家现场操
作演示融雪盐撒布机、高压清洗机使用流
程，详细讲解养护设备的规格、性能、功效、
维护等，参会党委委员认真聆听，仔细观看
询问，通过现场讲解演示，对意向设备有了
更为直观的了解，为促进决策高效化、科学
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会议要求，要通过形
式拓展，现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基层

公路养护单位配备经济实用的养护机械设
备，减轻道工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和安全
性，不断提升冬季抗御冰雪灾害的技术水
平和公路养护应急保障能力。

近年来，渭南市公路局党委严格落实
党委会议事规则、“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
策制度，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
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均由领导班子

集体研究决定，确保党委决策的科学化、规
范化、民主化。

今后，渭南市公路局党委将根据工作
实际，不断丰富党委会形式，将会议室移至
基层单位、搬到养护、施工现场，广泛听取
意见，使决策结果充分反映民情，增强职工
公认度，进一步提升党委总揽全局、科学决
策的水平。

别开生面的党委会
—— 渭南公路局将党委会开在公路养护现场

文 / 陈 丽 图 / 李九成

延安管理所互学互鉴共提升

本报讯 5月10日，西延分公司延安管理所邀请
黄陵管理所、靖富分公司富县西管理所进行交流学
习，以“请进来”的方式学习交流经验。

活动中，黄陵管理所一行现场观摩延安管理所品
牌建设、宣传栏、公开栏进行，对党员活动室、廉洁教
育示范点等教育阵地进行详细了解，各业务对口工作
人员就“党建融”重点任务、业务工作等情况进行深入
探讨交流，相互交换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经验。富县
西管理所一行对延安管理所站品建设、全意为民培训
室、票证室、办公区收费服务礼仪特色剪纸进行详细
的了解，听取了“圣地延安”品牌的建设情况，参观了
党建文化阵地、各部门业务功能区，并交流业务、分享
经验。 （李俊英）

本报讯 日前，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
总队党委印发《开展向全国首届“最美公路
人”王保东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简称《决
定》），号召全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系统向
王保东同志学习。

王保东是总队第一支队二大队路政执
法员，参加工作30多年来，无论是在交通
征稽时期，还是从事高速公路路政执法工
作期间，虽然工作岗位历经多次变化，但他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默默无闻、踏实
工作，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一名共产党
员忠诚信仰、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高尚品
行，先后荣获“西安市新长征突击手”“陕西
省交通运输系统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陕西省优秀青年”“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先进工作者”，2022年
获全国第一届“最美公路人”荣誉称号，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铮铮誓

言，书写着一名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担当。
《决定》要求，要把学习王保东同志先

进事迹与学习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大
国工匠等人物的先进事迹结合起来，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王保东同志为榜样，感
悟先进、对照先进、学习先进，真正把学习
活动焕发出来的高昂热情转化为做到“两
个维护”的坚定信念、干事创业的强烈担

当，在厅党组和总队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紧
盯全年“1521”工作任务，强基固本提质，创
新求实奋进，自觉践行“勤快严实精细廉”
要求，扎实开展“三落实三提升”活动，立足
本职岗位，紧跟时代步伐，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全力做好高速公路路政执法各项工
作，为谱写陕西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做出贡献，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李佳欣）

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系统开展向全国首届“最美公路人”王保东学习活动

临渭公路段创建党员示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