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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学员背后都有故事

201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更多人听说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这个集体。

劳动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信中说：“你们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
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
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
怀。”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党
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关怀和厚爱。1992年，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创办劳模本科班，学员主要是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
先进工作者。近日，该校劳模本科班的全体学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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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这封 300 余字的回信，2018 级劳模本科
班学员王加全言辞间难掩激动：“我反复地看，几
乎是全文背诵下来了。”同级学员邹宇锋则说：

“那天晚上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在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心中，能收到总书记的

回信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那么，这究竟是怎样
的一个班集体，为何他们能够收到总书记的殷殷
寄语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拜访了部分劳模本科班的学员和老师，第一
次了解了这个特殊集体中的动人故事。

不同于其他应届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校
园，劳模本科班的学员都有过社会工作经历。每
届劳模本科班的规模适中，这次收到总书记回信
的 2017 级、2018 级两批学员，总共 38 人，都是

“身怀绝技”的优秀基层工作者。他们来自全国十
几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克服了家庭上的、工
作上的各种困难来到北京脱产学习，其中还有来
自新疆、西藏的几位少数民族学员。

与普通大学生最明显的区别，是劳模本科班
学员的年龄。张鹏告诉我：“从‘60 后’‘70 后’

‘80后’到‘90后’，横跨 4个年龄段，我们都在
一个班级里学习。”

1991年出生的朱军，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员
之一，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一家公司就职。
他从18岁开始，就在各种数控车技能大赛中崭露
头角。从公司的比赛、到市里、省里，再到全国
性的比赛，一路挑战，一路荣誉。终于凭借过硬
的技术本领，朱军在2017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为他进入劳模本科班学习叩开了大门。

“80后” 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子龙，来自吉林
省双辽市自来水公司，是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自来
水管道工人。“为了不影响居民用水，管道工人都
是夜间施工。有一年腊月廿九，大家都准备回家
过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处管道破裂，导致半个城
区停水。东北的冬天，夜里有零下 20 多摄氏度，
我和同事站在冰水里工作抢修了 6 个多小时。修

好以后累得就想直接躺在沟里睡觉。我们真的就
地躺了一下，结果衣服立刻冻在了地上。”如此辛
苦，却是王子龙工作的日常。

“60 后”学员侯卫东，在山东成武农村商业
银行工作，已经为“三农”服务了30多年。在北
京学习期间，侯卫东也没放下自己的工作。常常
是在一周的学习结束后，周四晚上赶回山东，周
五凌晨 1 时多到家，接着 8 时 30 分准时上班。下
周一再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每位学员背后的故事，都能讲上一天”，张
鹏自豪地告诉我。的确，听了劳模学员的讲述，
才会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的：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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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模学员更有拼劲

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贡献，让这些劳动者有
机会能来到北京，坐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室
里学习。而学习，对他们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劳模学员们多来自生产一线，文化基础相对较
差，学历又各不相同，既有中专、大专生，也有初
中、高中生。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又来自五湖四
海，有一定比例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
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其中个别学员
用汉语交流都很困难，也不会书写汉字。

而在这里，4 年的学习中，学员们要完成 28
门课程，包括大学英语、劳动经济学、社会学、
人力资源管理、职工社会工作等。每学期期末要
经过考试，毕业还要通过论文答辩，才能拿到成
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历文凭。

“从一线工人变成学生，确实有要克服的困
难。原来我工作一天都是站着的，从来不坐凳子，
现在要在教室里一坐一整天，开始时是觉得煎熬、
不适应。”朱军笑着告诉我他最初遇到的难题。

但不怕吃苦、勇于挑战自我，却是劳模学员
们共同的特点。能有这样的机会圆自己的“大学
梦”，学员们都很拼。他们在学习中的努力成果如
何，劳模班班主任刘慧丽最有发言权。“劳模本科
班的学员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但他们却没有气
馁过。他们都深知学习机会的宝贵，也求知若
渴，认真好学的精神比一般本科生更强。有一次
大学英语课的课间休息，我来班级检查考勤，一
进教室就被震惊了。全班的同学有的在座位上看
教材，有的做笔记，有的把单词一点点标清楚读
音，在大声朗读，学习的氛围特别浓烈。要知
道，来这里学习前，有的学员连26个英文字母都
念不全，现在却要通过大学英语的考试。”

而不怕苦、敢挑战的可不仅仅是学员们。采
访时，文静的刘慧丽老师坐在一群身强体壮的学
员当中，格外显得身形纤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女老师，却赢得了学员们最多的尊敬。“我们的刘
老师可以说是‘没有奖章的劳模’，我们应该打个
大奖章颁给她。”张鹏嘴上开着玩笑，心里却满是

对刘老师的敬意。“我们这个班级不好带，怎么去
和学员交流、沟通，怎么管理，都要有技巧。刘
老师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们每个学员。有谁身体
不舒服了、思想上纠结了，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
我们刘老师。班级要建一个小医务站，刘老师立
刻就从自己家搜罗了两大箱药带过来。”

被自己带的学员当面夸奖，刘老师不好意思
地低下头笑了。“因为我和很多学员是同龄人，所
以我们有更多的共性，也更能理解他们。可以说
我和学员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师生教学互长，
这应该是劳模班班主任与劳模学员相处的真实写
照。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倾诉，我也愿意
倾听。每位劳模班的学员身上那种实干精神、工
匠精神，都值得我去虚心学习。”

用劳模精神鼓舞更多人

劳模本科班的学员们能够来到北京读书深
造，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同时也在感染、鼓
舞、激励着周围的人。

王加全就讲了自己家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
次，孩子很自豪地告诉老师说，‘爸爸在北京上大
学’。老师勉励他：‘那你也要像爸爸学习，长大
了也到北京上大学。’” 能成为孩子心中最好的
榜样，让这位山东大汉感到格外骄傲。

作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一分子，劳模班也
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校园增光添彩。学员们积
极参与“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在身边”等活
动，将他们自己的事迹讲给普通的大学生们听，
让年轻的学生们能在步入社会之前就近距离接触
到劳模精神。

最近一期的劳模讲堂主讲人是2017级学员郑
峰，他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名基层的农村电影
放映员。“学校里有各种社团，有的同学对电影放
映感兴趣，我就常去和他们沟通。我把一些电影
的放映原理、电影百年演变的材料，送给感兴趣
的同学。之前在学校的涿州校区做活动，我还把
电影放映机带去了，让同学们自己动手感受放映
电影的乐趣。我们劳模班还有各行各业的学员，
像制造高铁的技术工人，在劳模讲堂上都会把自
己行业的知识讲给没有走出过校门的同学们听。”
郑峰说。

在朝夕相处中，劳模班的学员们相互之间也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从高原藏区来的学员，到北京
后水土不服，大家就轮流照顾；有在北京生活多年
的学员，主动在节假日为大家当“北京游”的向
导；在运动会上大家踊跃报名，积极参与集体活
动；在学习上大家相互帮助、督促、共同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向劳模班学员寄语说：
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
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
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
奋斗者。当劳模班的学员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时，他们也的确带回了“劳模”与“劳模班”
的双份荣光。

李万君的父亲是长春客车厂的第一代工人，曾 7 次当选厂里的劳
模。当他来到儿子工作的车间，看见车间里冷冷清清的样子后，写了一
封家书给儿子。其中写道：“爸爸是工人，知道你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
更可怕的是，一不注意，电焊打着眼睛遭罪啊，这事爸爸都知道，也很心
疼你。爸爸又一想，脏或累，活儿总得有人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
务啊。灯在光天化日下不能引人瞩目，只有在黑夜才显示他的光辉。你
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寥寥数语，却饱含了老
一辈劳模们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

读完父亲的家书，李万君反躬自省，下了决心留在车间，专心做一
名电焊工人，并开始潜心钻研。从此，也再没有放下手中的焊枪。当大家
都在休息的时候，李万君依然不停地向老师傅讨教焊接技艺。哪个师傅
活儿好，李万君就去旁边看。他起早贪黑地练习，一度每天要焊掉近300
根焊条。

2004 年，中国开启高铁时代大幕。2007 年，作为全国铁路第六次大
提速的主力车型，时速 250 公里动车组在中车长客试制。作为厂里焊接
技术最过硬的员工，“焊好自主生产的第一个转向架”的任务落在了李
万君的肩上。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李万君终于摸索出一套一枪完成转
向架环口焊接的“绝活”，600 毫米周长的环口焊一气呵成，不留任何瑕
疵。该技术突破不仅保证了动车组的生成，还为公司节约 3000 多万成
本。这套名为“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的“绝活”也让外国专家直竖大拇
指：“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级的焊接机械手都无法完成的动作！”而目
前，只有中国掌握这项焊接技术。

此后，李万君带领同事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焊接难题。他先后参与
或主导了中国几十种城铁车和动车组转向架的首件试制焊接，总结并制
定了 20多种转向架焊接的规范及操作方法，完成技术攻关 150多项，其
中有21项获得国家专利。“困难在创新者面前就是机遇。”李万君说。

2011年2月22日，李万君登上了“中华技能大奖”的领奖台，这也是
国家对一线技术工人的最高褒奖。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万君还主动请缨，承担了厂里
培训新人的任务。李万君认为，培养人才第一是要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第
二才是培养技能。“技能是后天学来
的，如果技能培养好了，但不具备爱
岗敬业的精神，培养得再好，他也不
是咱们国家所需要的工匠。”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李万
君至今仍然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为

“高铁梦”的实现默默耕耘，为奋进
新时代贡献着劳动者的力量。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
民共同的节日。从恩格斯领导成立的第二国
际明确将1890年5月1日定为第一个国际劳
动节起，历史车轮已走过125年。我们党历
来高度重视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启发职工群众觉悟，教育引导劳动群众，团
结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
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人阶级成为国家
的领导阶级，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
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
造。因此，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
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
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纪
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的重大意义。

——摘自习近平在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
讲话 （201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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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君：

用焊枪“绝活”
证明“大国工匠”

李 贞 吴 娜

看，这群新时代的奋斗者
——揭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

本报记者 李 贞

看，这群新时代的奋斗者
——揭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

本报记者 李 贞

近年来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万万千千技术工人的付出。“大
国工匠”李万君正是其中一位。

在散发着高温的车间里，穿着一身灰色的工作服，半蹲在地上，右手
端着焊枪，左手拿着焊帽。焊枪“刺”地一声飞起璀璨的焊花，眨眼间，转
向架的接口被平滑地“缝合”好了。这就是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车长客）高级技师、高铁焊接大师李万君日常的工作场景。

“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
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当李万君获得 2016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称号时，颁奖词这样概括他的人生。30 多年来，李万君握着手中的焊
枪，用技术和人品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国工匠”。

30 年前，父亲的一封家书，决定了李万君一生的选择。当年，高中
毕业的李万君被分配到电焊水箱工段车间。每天要穿着厚重的帆布
工作服，扣着封闭的焊帽，有时要一整天趴在焊接的钢板上作业。不
到一年，工作的辛苦让同一批分来的 28 个同学走了 25 个，李万君也动
了换工作的心。

清早清早，，夏日的阳光洒在安静的校园小路上夏日的阳光洒在安静的校园小路上。“。“记者老师记者老师，，您在哪您在哪？？我在这个我在这个
灰色的教学楼门口灰色的教学楼门口，，看见没看见没？”？”手机那头手机那头，，传来浓重的东北腔传来浓重的东北腔。。

我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不算大却绿意萦绕的校园里我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不算大却绿意萦绕的校园里，，四处张望着找寻我的采四处张望着找寻我的采
访对象访对象——20172017级劳模本科班班长张鹏级劳模本科班班长张鹏。。不远处不远处，，一个穿着正装衬衫的彪形大汉一个穿着正装衬衫的彪形大汉
猛劲地向我挥着手猛劲地向我挥着手，，我赶忙跑上前去我赶忙跑上前去。“。“您好您好，，我们劳模本科班的学员都在楼上我们劳模本科班的学员都在楼上
等着了等着了”，”，热情的笑容绽放在大汉黝黑的脸上热情的笑容绽放在大汉黝黑的脸上，，他左胸前别着的那枚他左胸前别着的那枚““全国劳动全国劳动
模范模范””奖章闪闪发光奖章闪闪发光。。

图为图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前的合影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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