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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模贾紫焰：30年真情拥军路

▲

他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30年来，
为拥军捐款超过600万元

要闻时讯

全市教科文卫体系统
举办职工乒乓球比赛

比赛活动紧张激烈进行中

在他祖孙三代居住的老院子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大屋，珍藏各类奖状、奖杯、证书、照片。

贾紫焰检查桂花酒的窖藏质量。

▲

我们的榜样

76 岁的贾紫焰，原是南岸区峡口镇大田村村
民。改革开放后，他发挥自己多年养猪的经验，办
起了养猪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平均每年出栏一
千多头，成为南岸区和重庆市的“养猪状元”。1995
年，
贾紫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作为农民，能够过上好日子，除了靠党的改革
开放好政策，还离不开解放军为人民保驾护航。”从
1989 年开始，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贾紫焰都
要杀几头大肥猪，带上自酿的桂花酒及各类慰问
品，
敲锣打鼓到部队进行慰问。
1993 年，
贾紫焰发挥自己从 16 岁就开始用传统
方式酿造桂花酒的技艺，创办了紫焰桂花酒厂。他
招收了 18 名工人，
除了下岗困难职工外，
还有几名退
役军人。2011 年，
紫焰牌桂花酒被授予
“重庆市老字
号”，被评为消费者最喜爱产品。2014 年，贾氏桂花
酒传统酿造技艺被评定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1995 年，贾紫焰自筹资金 27 万元，建立“紫焰
立功军人奖励基金”，激励军人报效国家。每年春
节前，奖励基金对每一位荣立三等功以上的南岸籍
现役军人给予奖励。这些年来，他先后为 369 名立
功军人颁发奖金，累计金额达 100 多万元。他说：
“能够用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做些拥军实事，才
能体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
每年，贾紫焰从酒厂和养猪场的收益中，拿岀
80%的钱进行拥军活动和帮助困难群众。据不完
全统计，30 年来，贾紫焰为拥军捐款超过了 600 万
元。贾紫焰生活十分俭朴，如今还住在上新街马鞍
山上世纪 60 年代的老院子里，没有豪车、也没有豪
华的家具和装修。
2007 年 7 月，贾紫焰特邀参加全军英雄模范表
彰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6
年，贾紫焰参加了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表彰大会，再
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2018 年 6 月，他响应政府号召，为保持生态环
境，主动关闭了位于二环之内的养殖场，集中精力
经营桂花酒厂和筹办旅游民宿项目。
目前，
贾紫焰年事已高，
但他仍神采奕奕四处奔
走联络企业家和社会人士，积极筹备成立重庆市爱
国拥军协会。今日工会专刊记者 卢进 摄影报道

对于协会的前景，
对于协会的前景
，贾紫焰很有信心
贾紫焰很有信心，
，
“人
多力量大，没多久
多力量大，
没多久，
，我们就能走出南岸
我们就能走出南岸，
，关心
慰问全市的子弟兵。
慰问全市的子弟兵
。”对于拥军事业
对于拥军事业，
，他说
他说，
，
不仅要做下去，
不仅要做下去
，还要代代传
还要代代传。
。

▲

重药客服
“娘子军”的工作法宝：做到事事有答复，
件件有回音
过来，
虽然顶着
“半路出家”
的尴尬身份，
但原
岗位丰富的经验使她们在探索中无所畏惧，
不断将客服部打造成更专业的一流团队。
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因为有她们的
守候，让配送人员更加安心。利用 400 客服
电话、微信公众号、网络沟通群等方式与客
户、货主建立紧密联系，做到事事有答复，件
件有回音。
2018 年 7 月 27 日，远在奉节的村民不
幸被银环蛇咬伤，重庆医药集团药品销售中
心紧急调配单抗银环蛇血清去奉节。物流

中心客服部在得知情况后，立刻启动紧急预
案，将拣选进度、车辆配送进度及时告知各
方，安抚了业务员、医院及患者家属等待中
焦急的心。最终，在这次与“生命赛跑”中，
及时将血清送达，
拯救了这名患者。
在岗位上，面对客户莫名的怒火、难听
的话在所难免，但她们始终站在对方的角度
为客户考虑，以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工作中
的困难，耐心向客户解疑答惑，使客户在接
受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尊重与理解。
通讯员 刘云鹏

公交安全值班长张维彬：每天最早一个到岗，
最后一个下班
43 岁的张维彬个子不高、交谈言语间充
在工作中，
已有 11 年党龄的他始终牢记
满了温柔，工作中风风火火、处事干练，被同 “以服务为宗旨，
待员工和乘客如亲人”
，
尽职
事们戏称为“暖男彬”。他参加工作 15 年，
尽责为员工、
为乘客服好务。在公交基层营运
干过乘务员、驾驶员工作，现在是两江公交
分公司从事现场管理工作的这些年，
张维彬遇
二分公司安全值班长。
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能帮的他总会尽力给
张维彬所在的 606、674、667、848、849、
予帮助。乘客钱财丢失在公交车上，
他积极配
850、699 等线路最早 6：00 开班，最迟要夜里
合失主找寻；
孩子走丢了，
他会及时联系家长，
12：30 收班，日均收发车 960 多班次，平均每
积极寻求警方帮助……他助人为乐的事迹上
天发送乘客 4.1 万人次左右。每个班他都穿
百件，
为很多家庭带去团圆和欢笑。
梭在调度室、站场、站点等营运现场的各交
日常工作中，张维彬还是一个不计较个
织点之间，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每个工作
人得失、团结同事、服从工作安排的人。日常
日要行走约 16 公里。下班后很疲惫，但他
工作中，
他积极鼓励班组的青年员工学业务，
从不叫苦叫累，总是最早一个到岗、最后一
帮助他们熟练驾驶岗位技能，班组中的青年
个下班。
员工有问题都喜欢找他请教，
和他交流。

重庆机电：QC 活动实现
覆盖全员、全过程、全企业
3 月 20 日，重庆机电联合市机械冶
金工会，启动以“质量在心中，机电在行
动”为主题的 QC 活动。本次活动高度
契合国家“质量强国”发展战略，结合机
电集团“一抓三保三降四增强”工作措
施，通过开展覆盖全员、全过程、全企业
的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提升团队质量改
善能力，
全面提升质量水平。
据了解，
2018年，
重庆机电QC活动，
20家企业116个QC小组输出105个QC
成果；输出可量化的质量、效率、成本改
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900万元；
建立健全
机电及企业QC管理制度，整理汇编企业
优秀QC案例，为持续深入开展QC小组
活动提供行动指南和机制保障。2019年
QC工作安排将提高QC普及教育覆盖
率，营造全员学习QC知识，全员参与QC
改善的质量文化氛围。 通讯员 李正华

江北区免费体检车
开进海尔工业园

江北区总工会
“流动体检进基层·关
爱职工送健康”免费体检车，开进海尔工
业园区，
为 400 余名一线职工体检。

一线职工风采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重
药和平物流中心，有一个客服团队，她们年
轻奋进，充满朝气与活力；她们淡洁高雅，践
行责任与担当；她们饱满热情的工作态度，
如春雨般滋润着客户的心房，如阳光般照耀
着同事们前行的方向，展示着重药人，
“献身
医药，追求卓越”的高尚品格，她们就是重药
物流中心客服部的
“娘子军”
。
2018 年，重庆医药集团和平物流中心成
立了客服部，
为集团销售企业提供更高效的售
后。客服部的
“小姐姐”
都是从其他岗位抽调

“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2019 年
重庆市教科文卫体系统职工乒乓球比
赛，3 月 21 日至 22 日在重庆交通大学举
行，来自全市教科文卫体系统的 56 家基
层单位、4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由市教
科文卫体工会主办，重庆交通大学承办
的本次比赛。本次活动为各基层工会和
广大职工群众提供了增强体质、学习交
流、展示风采的平台，
进一步弘扬运动精
神、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倡导健康向上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风貌迎接建国 70 周年。
今日工会专刊记者 卢进 孙晨
摄影报道

为拉近员工与乘客的距离，张维彬每年
都要组织员工开展“倾听心声，收集建议，满
意在公交”公交志愿者宣传活动，带领员工
走进社区倾听市民心声，广泛征询意见和建
议，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看到工作的调度室没有绿意，他自掏腰
包买来花草、小鱼缸，装饰美化调度室。他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
班组职工的肯定，
多次受到领导表扬。
“这个岗位就是这样，无论是乘客还是
员工，你会碰上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只有用
心去服务，去帮助他人，才能得到员工及乘
客的认可，那是对自身最好的肯定。”张维彬
说。
通讯员 陈舒平

江北区总工会
“流动体检进基层·关
爱职工送健康”免费体检车，3 月 22 日
开进海尔工业园区，将区委、区政府对一
线职工的关怀送到基层企业，
400 余名一
线职工参加体检。据悉，江北区总工会
已连续 4 年为基层职工送去免费体检，
惠
及职工 5000 余人次。今年，江北区总工
会预计将投入 60 万元免费为 2000 名一
线职工（农民工）提供综合体检。
今日工会专刊记者 卢进 通讯
员 李渝佳 摄影报道

涪陵区总工会为全国职工
书屋示范点授牌
3 月 13 日 ，涪 陵 区 总 工 会 党 组 书
记、常务副主席谭国强率副主席冉丽、副
调研员江桂川一行，到涪陵化工公司代
全总为该公司荣获“全国职工书屋示范
点”
举行授牌仪式，
同时开展工会工作调
研。希望该公司工会要以此次荣获全国
职工书屋示范点为契机，最大限度地发
挥职工书屋的功能，向职工传播先进文
化、普及科技知识、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
食粮，
在职工中大力倡导读书风气，
进一
步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引领职工听
党话、跟党走，
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有信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职工
队伍。
（通讯员 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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