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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 市 总 工 会 
 

 

 

关于“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 

征文活动的情况通报 

 

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 总工会、产业工会，各基层工会：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广大职工共庆

祖国华诞、共享伟大荣光、共铸复兴伟业的浓厚氛围，按照

大连市第二届职工文化节安排，市总工会在全市职工中开展

了“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主题征文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积极响应，广大职工踊跃

参与，组委会共收到各类文稿 1200 余篇。广大职工通过书写

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件和故事，以身边的点

滴变化，全面展现了 70 年来伟大祖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城

市、单位、家庭的沧桑巨变，充分抒发了广大职工的爱党爱

国热情，广泛凝聚了为加快“两先区”建设而奋斗的强大力量。

经组委会认真评定，《难忘父亲的三次生日》《反季樱桃红》

等 20 篇作品获一等奖；《祖国母亲我永远爱您》《铁军担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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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华夏振兴》等 35 篇作品获二等奖；《筑梦人生》《从三代人

的成长经历看中国 70 年巨变》等 45 篇作品获三等奖；中山

区总工会、市海员交通·建设建材工会等 10 个单位获优秀组

织奖。 

希望获奖的个人和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

的成绩。希望全市各级工会通过形式多样、寓教于乐、丰富

多彩的有效方式，进一步深化职工文化活动和主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加强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和职工文化建设，不断激发广

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奋斗热情，用劳动筑梦，以实干圆梦，

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为加快大连“两先区”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附件：“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大连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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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20 篇） 

   1.《难忘父亲的三次生日》——姚光  西岗区北京街道更

生社区 

   2. 《反季樱桃红》——左元龙  中国农业银行瓦房店支

行万家岭分行 

 3. 《我和我的祖国》——苑世敏  沙河口区文苑社区 

   4.《来自大山深处 闪亮五一奖章》——李晓霞  光洋轴

承大连有限公司  

   5.《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传承电车文化》 ——宫本莉  大

连公交客运集团电车分公司   

 6.《火海冰魂映丹心》 ——连健尧   中山区消防大队  

   7.《航三与祖国共成长》——阎俊儒  中交一航局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 

   8.《美在小平岛》——许静  高新区凌水街道圣岛亲海社区 

   9.《方巾，舞动渔家风情》——宗金辉  长海县第四中学  

   10.《供水愚公》——李俊逸  大连市自来水甘井子东部

营业分公司 

   11.《与祖国同行》——张海平  旅顺口区公路管理段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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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沟道班 

   12.《老房子》——周游  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13.《七十年砥砺前行铸辉煌》——张明弘  普兰店区中

心医院工会 

   14.《窝——我的小辛寨子情结》——贾德章  甘井子区

辛寨子街道小辛寨子村 

   15.《我劳动、我光荣》——高远饶  甘井子区兴华街道

华岳社区  

   16.《我与企业一路同行》——田丽  大连星海会展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 

   17.《三代人的税收情缘》——张淼  瓦房店市税务局  

   18.《祖国伴我成长、企业为我筑梦》——王成丞  大连

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19.《青春献给供水》——刘平郁   大连花园供水有限公司 

   20.《一栋 50 年代老楼的故事》——唐其连  甘井子区周

水子街道 

 

二等奖（35 篇） 

   1.《祖国母亲我永远爱您》——夏伶俐  大连翔祥食品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铁军担当共筑华夏振兴》——刘思琦   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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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奉献不言苦  安全无止境》——钟紫薇  大连中外运

物流有限公司  

   4.《筑梦中国，筑爱小家》——刘颜凯  大连燃料有限责

任公司 

   5.《我为祖国喝彩》——李君  友谊商城开发区店商品二

部 

   6.《海岛仲夏渔家乐》——周艳红  长海县第四中学  

   7.《新中国，我为你骄傲》——刘芳铭  长海县总工会  

   8.《“盐”缘》——邵作有  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9.《因为工作，所以美丽》——梁伊宁  灵芝妹子生蚝米线 

  10.《小家看大家，70 年的变化》——崔英  康德玛科技大

连有限公司 

  11.《秀山丽水是我家》——单连瑾  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

秀山丽水社区   

   12.《从学生到教师看中国教育方方面面的改变》——白

秋波  大连市第二十八中学  

   13.《婚房》——吴海荣   长海县第四中学 

   14.《我眼中的沧桑巨变》——任淑君  北京街道九三社区  

   15.《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由量  中山区残联 

   16.《大连公交，祝您 110 岁生日快乐》——崔丽君  大

连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    

   17.《与祖国一起成长》 ——王惟斌  普兰店申和食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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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有限公司  

   18.《我和我的祖国 劳动筑梦》——郎毳  甘井子区椒金

山街道金茂社区   

    19.《奉献不言苦 安全无止境》——钟紫薇  大连中外

运物流有限公司  

    20.《中储粮事业与祖国共繁荣》——王瑜华  中央储备

粮大连直属库有限公司 

    21.《环卫工礼赞》——孙联合  旅顺口区政府办公室 

    22.《纳税人的获得感与税务人的幸福感》——王志强  

市税务局系统党建工作处  

    23.《用劳动筑梦  以实干圆梦》——李丰江  大连公交

集团汽车二分公司  

    24.《文化养老 欣享晚年》——杨从浩  沙河口区兰园

社区 

    25.《祖国颂》——王爽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6.《我爱旅顺口》——崔桂忠   旅顺口区委办公室 

    27.《用爱守望生命花开》——杨柳  甘井子区大连湾街

道大连辽渔医院  

28.《初心依旧，砥砺前行》——侯雅婷  旅顺口区检察院  

    29.《一台自行车的档案》——于波  普兰店区沙包中心

小学  

    30.《家乡普兰店，我为你骄傲》——刘昌健  大连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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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店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1.《我们的家》——王明迪  康德玛科技（大连）有限

公司 

   32.《家国情怀》——金凯  大连千代田精机有限公司 

 33.《盛世华彩七十年 卫生事业新凯歌》——王俊超  中

山区卫生健康局  

   34.《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李智发  西岗区人民广

场街道长春路社区 

35.《英语小课堂里的大变化》——郑羽  瓦房店市闫店

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45 篇） 

1.《筑梦人生》——王冬梅   保税区大连海尔精密制品

有限公司 

2. 《从三代人的成长经历看中国 70 年巨变》——杨闯  

大连三仪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3.  《仰望国旗 就爱这面五星红旗》——徐霞  甘井子

区南关岭街道井西社区  

4. 《我爱你，幸福中国》——李韧  甘井子区明德小学   

5.《幸福就好》——潘君  旅顺广播电视台 

6.《走在祖国的田野上》——戚继来  大连飞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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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奋进吧—“中储粮人”》——王东梅   中央储备粮大

连直属库有限公司 

8.《幸福的时代》——王玮  大连星海会展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9.《同舟共济盐化人》——毕豆豆  大连盐化集团复州

湾制溴有限公司 

10.《守初心、担使命，做奋斗奉献的“中山营商人”》 ——

李墨  中山区营商局 

11.《我和我的祖国》——姜修迪   大连商品交易所 

12.《战胜自我 抒写精彩人生》——曲冬雪  大连市自

来水公司大沙河原水分公司 

13.《70 年间三代人的成长》——赵晖  大连商品交易所 

14.《“习”语清风》——席仲恒  大连商品交易所 

15.《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徐晓明  大连燃料

有限责任公司 

16.《风雨兼程 家乡犹荣》——阮文玉  沃尔玛（大连）

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17.《共和国同龄人 劳动筑梦》—— 姜坤  南沙河口街

道兰亭社区  

18.《外运如舟，载我前行》——阎德祥  大连中外运物

流有限公司   

19.《我和我的祖国》 ——王琦敏  庄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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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攀登者的快乐》——矫迎春  大连旅顺文化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 

21.《初心如磐》——刘元俊  旅顺口区交通运输局 

22.《三张照片》——马瑛徽  锦州银行大连分行 

23.《登白玉山望远》——许瑶函  大连四方电泵有限公司 

24.《一条回家的路》——孙敏  沃尔玛（大连）商业零

售有限公司  

25.《我和我的祖国》——周玉婷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半山幼儿园 

26.《初心不忘从警路，砥砺前行追梦人》 ——董朝阳  

长海县总工会 

27.《悠悠山路情》——王萍  长海县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   

28.《共和国孕育我成长》——闫洪山   大连市碧流河

水库有限公司    

29.《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王英  友谊集团友

谊商城开发区店商品二部 

30.《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钟雪双  老虎滩珊瑚馆  

31.《心语》——刘晓红  旅顺口区铁山中心小学 

32.《我们与祖国一同成长》——苏逸铭  瓦轴精密电机

汽车轴承有限公司工会 

33.《沁园春•祖国赞歌》——刘馨泽  庄河市第三人民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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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经历中的记忆与见证》——苏向久  高新区凌水街

道清馨社区 

35.《母女的坚守》——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集体创作 

36.《不忘初心育桃李牢记使命铸师魂》——罗丽  旅顺

第三高级中学 

37.《姥姥、母亲和我》——王雪梅  瓦房店市自来水公司  

38.《我※大海※浪花》——赵晶晶  保税区荣光精密大

连有限公司 

39.《辉煌七十载 书写新生活》——陈扬  普兰店区供

销联社  

40.《十月中国，我在北方小镇的办公室里抒写》——李

顺桥  普兰店区星台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办公室   

41.《高新 10 年，我来讲述》——张娜  大连软件园腾

飞发展有限公司 

42.《照片里的故事》——李华  长海县教师进修学校 

43.《我挚爱的祖国》——杨文滔  中远海运集装箱有限

公司 

44.《我和我的祖国-劳动筑梦》——教忠莹  黑石礁街

道由家社区 

45.《祖国，我用奋斗的名义为你歌唱》——张文  富德

生命人寿大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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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10 个） 

1.中山区总工会 

2.西岗区总工会 

3.沙河口区总工会 

4.甘井子区总工会 

5.普兰店区总工会 

6.旅顺口区总工会 

7.长海县总工会 

8.市海员交通·建设建材工会 

9.市轻纺·农林水利工会 

10.市财贸·金融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