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春意浓。全国人
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代表、委员们正在热议李克强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细心的读者一眼就看到，
李克强总理继去年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弘扬工匠精神。去年，
李克强总理这样表述：鼓励企
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
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提

“工匠精神”，立即激起层层涟
漪。从此，“工匠精神”一词迅
速流行开来，成为制造行业的
热词。李克强总理之所以对

“工匠精神”如此看重，背后是
要推动“中国制造”完成一场

“品质革命”，确保中国经济保

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今年，李克强总理不仅再

提工匠精神，而且表述的更全
面了。李克强是这样说的：质
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
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
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
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工匠”
的鼻祖是鲁班，而鲁班是我们
滕州人！李克强总理是不点名
地在报告中“提”到滕州历史
人物啊！这是滕州人民的骄
傲！

参加人大会议的滕州人、
大宗村党支部书记、大宗集团

董事长宗成乐连线记者说：
“在去年人大会上，李克强总
理就提出工匠精神，在全国引
起一阵热议。今年，李总理再
提工匠精神，又提工匠文化，
还说要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可
见，当今中国最缺少工匠精
神，中国制造业最缺少工匠精
神，中国走向一流世界强国，
最离不开的就是工匠精神！”

滕州作为鲁班故里，发现
了鲁班堤、班母庙等鲁班遗
迹，建起了中国最大的鲁班纪
念馆，举办了 11 届国际墨子
鲁班学术研讨会，2届鲁班文
化节。今年6月16—17日，省
政府批准，在滕州市举办第三
届鲁班文化节。

对此，记者联系市墨子研
究中心办公室，采访了市政府
党组成员、墨子研究中心办公
室主任邵长婕。邵主任说，

“工匠精神”的内核是精益求
精、专业敬业，“工匠精神”
的形象代言人就是我们滕州的
先贤鲁班，绵延 2500 多年的
鲁班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所体现的“创
新创造、精益求精”的精神，
是推动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工匠精神”不只
是特定行业和企业所追求的目
标，而应当成为全社会的价值
倡导。我们滕州即将举办的第
三届鲁班文化节，就认真贯彻
落实李克强总理讲话精神，大

力弘扬鲁班工匠精神，厚植鲁
班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
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
国工匠”，打造更多知名的

“中国品牌”，推动滕州经济发
展进入质量时代。

据悉，第三届鲁班文化节
主办单位是滕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建筑大学。

墨子让滕州扬名世界，鲁
班让滕州举世皆知。滕州，古
老而又年轻的滕州，必将因拥
有班墨而腾飞。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提工匠精神

挖掘鲁班文化 培育“中国工匠”
记者 冯仰启 特约记者 赵宁

李恩荣，今年 61 岁，原商
务局职员，从小爱好舞蹈，但一
直没有机会得到系统学习。“但
是，心中学舞蹈、跳舞的念头一
直没断过。”直到参加工作后，
李恩荣在单位里才有了一个自

己的梦想小舞台。1980 年在
单位的指派下，到山东省体育
局从学习基本功开始，加以系
统学习。可是已经 30 多岁的
李恩荣，第一次接触下腰、劈
叉、高抬腿等基本功时，困难不

止一个。“当时差点要回家来。
我当时已经三十多了，腿腰没
有年轻姑娘那么灵活，那个难
度真的太大了，差一点就坚持
不下来了。”李恩荣说。后来在
不懈的坚持下，李恩荣克服种
种困难，刻苦练习，终于不负众
人所望，取得了等级考试的好
名次，并捧回了优秀毕业生证
书。“也算是不辜负领导的希望
吧。”学成回来后，李恩荣开始
在更大的舞台展示成果。义务
授课近二十年来，她先后带领
指导数万人学习广场舞、扇子
舞等，多次参加大小比赛，并取
得好成绩。同时她也是个热心
的人。跟从李恩荣学习4年的
宗秀清告诉记者：“李老师平常
在练习和教课中非常严厉，一
丝马虎都不容我们犯，但是除
此之外，她都待我们像家人一

样。家里有好吃的，也会带来
给我们尝一尝，谁家有个难处
她也会主动帮助。”

据李恩荣讲，她在乡镇指
导广场舞时遇到过许多不同意
家中妇女学习跳舞的家庭，她
总是找机会到来找她诉苦的妇
女们家里做思想工作。往往到
最后，那些原本不同意家中妇
女跳舞的家庭都对她非常敬
佩，还主动要求参加演出。“这
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为
此，别人都称亲切的称她“大
姐”。

在义务授课指导中，也会
遇到一些困难。为了不耽误大
家的课程，李恩荣多次撇家舍

业，抛下年迈的婆婆和家中孩
子，甚至多次带病给大家讲解。

李恩荣 2003 年被授予国
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担任
滕州市妇女健身协会主席。现
在，对于退休在家的李恩荣来
说，带领着滕州的妇女们以广
场舞的形式到处参加演出，传
播广场舞文化，是她最大的愿
望。“现在我退休了，时间更多
了，也没有别的希求。就是希
望广大妇女同胞们，通过练习
学跳广场舞，走出烦恼和困境，
身体健康，更好地为滕州发展
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记者 侯志龙 特约记者
赵晴 摄影报道）

六旬“大姐”义务教授广场舞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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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由滕州市妇联和北辛街道
联合主办的，庆“三八”广场舞大赛文艺
汇演在北辛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展示了
北辛妇女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良好时
代风貌，引导广大妇女自觉参加体育锻
炼，科学健身，倡导健康、文明、科学、时
尚的生活方式。 （记者 金亮 摄）

欢度“三八”节

3月8日，滕州大华眼视光中心联合
二中新校志愿者，来到北辛敬老院，为敬
老院老人们进行视力检测并配制了眼
镜。 （记者 金亮 摄）

学雷锋 献爱心

为响应全国绿化委员
会、国家林业局印发的

《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
（2016-2020）》，进一步落
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
明，打造生态平衡，同时珍
惜绿色的责任心，提高对
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和
中小学生义务植树意识，最
大限度地影响、动员大家积
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枣庄
日报社决定于3月11日—
12日举办“小树成长，我成
长”为主题的义务植树活
动，并在莲青山景区建立

“小记者林”。意在从小培
养孩子“植树、护绿、爱绿”
意识 ，为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建设大美滕州增添新
绿。同时也不断提升滕州
社会生态文明水平，推动滕
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在第39个植树节到来
之际，枣庄日报社联合滕州
市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委员
会及滕州市林业局主办、枣
庄日报·今日滕州和莲青山
景区承办的“植树莲青山，
共建小记者林”活动，同滕
州市 30 余所小学建立联
系，现全市共有枣庄日报小
记者 1000 余人。植树造
林活动为小记者们学习锻
炼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使小
记者感受到校园外盎然的
春意。即日起，“植树莲青
山，共建小记者林”活动面
向社会征集共建单位，为广
大小记者提供锻炼机会，为
文明城市增添一抹绿色。
联系电话：0632—5233888

13969465222（冯主任）

（特约记者 赵晴）

植树莲青山
共建小记者林
——征集共建单位

本报讯 中宣部近日命名第三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滕州火车站客运车间
主任值班员索建民被命名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据了解，索建民是滕州火车站客运车间主任值班员。作
为"铁道线上雷锋班"的一员，他立足岗位学习雷锋，在铁路工
作岗位上无私奉献30年，受到了旅客和社会各界的称赞。先
后获得铁路系统“先进个人”、“服务明星”、“春运十大感动
人物”等荣誉称号，2016年12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记者 侯志龙）

索建民被中宣部命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本报讯 截至 2017 年 2 月 18 日，山东省滕州监狱实现
自建狱以来连续33周年无罪犯脱逃，再次刷新了全国监狱系
统自建狱以来无罪犯脱逃的新纪录。

据悉，33年来，该狱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监狱工作方针，牢
固树立监管安全首位意识，坚持“强化监狱职能、积极改革创
新、确保安全稳定”的监管改造工作理念，始终把教育改造罪
犯作为监狱工作的重点，发扬“认真无价、求是创新”精神，坚
持严格、科学、公正、文明执法，不断加大监管安全投入，深化
监狱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安全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安全文明现
代化监狱创建工作，确保了监狱持续安全稳定。

（通讯员 王唯 郭栋）

滕州监狱创全国监管安全新纪录

本报讯 近日，滕州三中政教处、安全办、总务处及各级
部联合成立安全检查组，在分管安全工作的刘汝仲副校长带
领下，深入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伙房、餐厅、卫生室
等场所，详细、全面检查学校安全工作，认真排查校园安全隐
患。检查组巡视校园，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与落
实，检查了安全教育进课堂、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到位、消防设
施要求配备、消防通道通畅、学校周边道路有无安全隐患等方
面工作情况，以及食堂工作人员是否两证齐全、食品有无过期
变质、校园用电线路和电器是否规范使用、校园公共卫生管
理、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也一并进行了全方位检查。

学校的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滕州
三中 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把安全看作学校
头等大事，努力为全体师生营造一个洁净、安全、文明的校园
环境。今后，学校会继续高度重视校园的安全工作，提高安全
意识，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在安全前提保障下平
稳运行。 （通讯员 邱文元）

滕州三中认真做好春季校园安全排查工作

本报讯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8日，市环卫
处开展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争做平安志愿者暨爱心企业
慰问环卫工人活动。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姜繁茂，市
政府副市长康凤霞，市政协副主席高广胜出席了活动。

市中医院韩兴贵院长代表中医院向环卫工人赠送5万只
爱心口罩，山东幸福人医药公司王介华董事长为环卫工人带
来了价值3万元的爱心物品，步长制药集团枣庄公司吴斌总
经理送来了900份药品和洗化大礼包，和通明达（北京）科技
发展公司许友绪总经理送来了价值3.8万元的慰问品。

市政府副市长康凤霞同志向广大环卫女工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她指出，广大环卫工人要继续发扬“清洁城市、造福
人民”的精神，不辜负各级领导、爱心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厚
望，用勤劳的双手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富裕美丽文明”新滕
州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侯志龙 特约记者 赵晴）

滕州市环卫处开展庆“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