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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机电修造公司举

办形势任务教育及廉洁宣教月知识

抢答赛。 该公司 4 支队伍经过激烈

角逐， 最终冶化项目部代表队获得

了第一名。

（王建林）

■ 5 月 29 日，铜绿山矿维修车

间党总支组织党员、志愿者、基层班

组骨干开展“公益日”活动，助力混

合井-785 米中段巷道线缆铺设。 此

次活动耗时 5 小时， 铺设线缆 2 公

里，为矿山重点工程“加速”。

（王寅生）

■ 5 月 28 日，公司内保中心将

冶炼厂东门等地的雨棚岗亭升级为

不锈钢岗亭，有效改善了执勤环境。

（张国平 黄玉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党风廉

政如同抓身体保健一样， 即要经常

检查身体，及时发现和查出病害；对

有些重大疾患必须下猛药集中治

疗。 ” 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

态、新任务下，党风廉政建设宣教工

作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

5 月 15 日， 铜绿山矿政工楼三

楼会议室内，气氛严肃，该矿党委负

责人正对矿管理“人、财、物”的重点

部门、 关键岗位的中层和一般管理

人员开展集中廉洁约谈。 他强调：

“我们每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正确

行使手中的权力， 脑子中要时刻谨

记按流程办事的思想， 让权力行使

在阳光下……”

在约谈过程中，矿纪委工作人员

都会搜集身边发生的反面事例作为

“以案说纪”的重点，开展作风教育、

党纪政纪和案例警示教育。 一起起

触目惊心的“身边人、身边事”，让该

矿党员干部们无不触动， 他们表示

能参加这样的约谈十分有收获。 一

名管理人员说：“这些腐败官员，有

的是身边同事， 有的是兄弟单位的

好友，可阅读这样的案例，更让我们

从心底震撼， 我们一定会时刻警醒

自己，因为廉洁就是幸福！ ”

自公司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月活动开展以来， 该矿纪

委大力组织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廉

洁警示教育， 既管好各级管理人员

“关键少数”，又管住普通党员“绝大

多数”。

“这次答题让我重学党章党规，

很多平时似是而非的问题， 在这次

答题过程中找到了答案， 思维也变

得清晰起来。 ”该矿采矿车间党总支

书记柯志鹏感慨道。 为把廉洁教育

做实， 切实增强广大党员的规矩意

识、纪律意识，该矿纪委在全矿党员

干部中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党章党规

党纪有奖竞答活动。“诱惑”无时不

在，“危险”处处生根。 因此，廉洁教

育必须全程无死角，无“断带”。 在微

信答题的同时， 该矿各直属党组织

还定期组织车间党员、 干部进行廉

洁知识学习，并进行随时抽查，有效

增强党员、干部在岗一天“赶考”一

天的危机感。

“您好， 矿纪委吗？ 你们这不是

刁难人么？ 我们又不是诗人，怎么能

原创出诗歌，这个难度太大了！ ”在

该矿“廉洁文化矿山行”配乐诗朗诵

活动的前期诗歌创作中， 安环党支

部的党员们先后几次创作诗歌后，

还是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 于是他

们便去“请教”矿纪委工作人员……

原来，这次的配乐诗朗诵活动与

以往类似诗朗诵活动都大为不同，

不是死板僵化地在网上抄个廉洁诗

歌，然后再背诵诗歌、看谁“背”得

好，而是通过原创的方式，来考察党

员干部活学活用的能力， 让他们能

够广泛取材，创作出带着浓浓“矿山

廉味” 接地气的诗歌， 以文化影响

人。

跟安环党支部一样，很多直属党

组织的党员们想到要原创廉洁主题

诗歌，便急得直抓脑袋。“这次配乐

诗朗诵让你们原创廉洁诗歌的目

的，并不是刁难你们，而是想让你们

牢牢将廉洁知识放在心中， 记在脑

里。 这个诗歌我并不要求你们达到

诗人的水平，能写通顺就好，唯一要

求就是要结合矿山实际， 这样你们

修改一次自己创作的诗歌就是在进

行自我提升。 ”该矿纪委负责人一次

又一次的耐心解答， 让畏难者重树

了信心。

“参加过很多次诗歌朗诵， 这次

最有挑战力， 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不说， 还能让我们每创作一次就自

我警醒一次，受益匪浅。 ”该矿机运

车间班子成员程志清说道。

目前，该矿家庭助廉、廉洁电子

书、廉洁党课等活动的全面开展，教

育了党员干部时刻绷紧“廉洁从业”

这根弦。 在该矿纪委的大力组织下，

全矿党员干部迅速进入了“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状态，营

造了全矿参与廉洁文化建设的浓厚

氛围， 同时也为新形势下的矿山发

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

（图

/

文 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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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寸板头，黝黑的皮肤，双手因为长

期从事井下凿岩爆破工作而布满了老

茧， 这就是铜山口矿坑采车间掘进一

队班长许波的真实写照 。

2017

年 ，许

波在井下掘进工作中， 带领他的机台

赶班产、 超月产， 保持了井下掘进队

单台钻的最好水平。 他用勤劳和汗水

托起了铜山口矿井下第一钻， 为矿山

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一线锻炼自己

从一名值班长到掘进队凿岩爆破

工，这样的变化和落差是巨大的，但是

为了铜山口矿井下建设发展的需要 ，

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多年努力工作换来

的管理岗位， 站在了井下掘进的第一

线。 从此之后，他每天都沉浸在凿岩爆

破的书籍中， 在封闭培训课上他认真

听讲做笔记，课堂外他认真思考琢磨，

很快通过了理论考试，拿到了上岗证，

成为了铜山口矿第一批凿岩爆破工 。

三个月的岗位练兵，手掌从起泡，到破

皮，再到长出茧子，许波犹如破茧的蝴

蝶 ，掏槽眼 、耳子眼 、辅助眼各种各样

的打法，他稳稳地掌握着机台，驰骋在

岩层的最深处。

争第一挑战自己

他在党员承诺目标中写道：“争取

拿到掘进队第一钻。 ”

2017

年，他所处

的机台以每月

55

米掘进量，稳稳地拿

到了掘进队的第一钻。

2017

年

8

月，坑

采车间青年创新工作室在北缘

-175

米

分段做 “光面爆破 ”试验 ，他得知这一

消息后，主动请缨配合工作室的工作。

熟练掌握该技术后，他的机台将“光面

爆破”运用到实际生产中，使得他的机

台每次在验收中，无论是掘进的速度，

还是现场的质量， 都被矿技术部门赞

不绝口。

用最优展现自己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这是许波

坚持追求的工作理念。 井下作业安全

必须放在第一位， 为此他养成一种习

惯，下井作业前，必须交代作业现场的

情况 ，安全注意事项 ；下井后分两组 ，

一组进行现场安全确认，重点在“敲帮

问顶”毛石的处理，一组负责现场的照

明和风管、水管的规范化管理。 良好的

习惯，坚定的安全理念，加上日复一日

的坚持，使得他的团队保持了“安全零

事故”的好成绩，

2017

年一次性通过了

公司安全标准化班组的验收。 许波用

最优的成绩再次兑现了自己的岗位承

诺。

在一线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 用精

益求精要求自己， 用最好最优的成绩

展现自己。 许波用自己的点点滴滴，描

绘出了矿山一线职工的风采， 成为了

岩层深处最靓丽的风景线。

（刘佳家）

“大家请注意，接到通知，紫杂

铜车间残极堆场有批残极需要人工

分检打捆回炉。 为争取时间，急需招

募一批突击队员， 望大家踊跃报

名。 ”5 月 31 日，冶炼厂电解车间大

板班生产微信群里出现了这样一条

信息，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大板班班

长高玉利发布的“征兵”信息。

“高班长又在‘征兵’了，凡是遇

到重要任务就会用上这一招。 ”“这

趟突击任务活儿准轻不了。 ”顿时，

微信群里炸开了锅， 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聊得好不热闹。

“把我名字报上。 没有什么难题

能够难倒我们， 大家准备好迎接挑

战吧！ ”党小组长杨鹏用言语鼓励大

家，并以身作则带头报了名。

“算我一个，这种事情哪能少得

了我呀！ ”休息在家的党员阮剑也踊

跃参加。 原本第二天是“六一”儿童

节， 他寻思着利用休息日时间陪儿

子欢度节日。 可生产耽搁不得，党员

更应亮身份、树形象、显作用、比贡

献，将服务承诺落实到行动上。 想到

这，他第一时间在微信上留言。

“那也算我一个， 我是老党员，

更要带好头了。 ”老党员徐峰不甘示

弱地在微信上说。“还有我。 党员们

都带了头，我们哪能落后呀！ ”转眼

间，微信群里已有 20 余名党员骨干

报名。

第二天早上 8 点， 各方力量齐

集，生产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突击队

员分工有序，铺铁丝、分拣残极、钢

丝打捆，现场突击作业快速推进。 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不知不觉到了

下午两点。 此时， 参战人员全身湿

透，早已疲惫不堪。 就在此时，杨鹏

的声音在大家耳边响起：“加油呀！

弟兄们，再加把劲，我们就胜利了。 ”

顿时，全员热血沸腾，擦了一把额头

的汗水，活动了一下酸麻的双臂，又

忙活开了。“我说大个子，今天你可

是我们的‘士力架’！ 真来劲儿！ ”现

场一名同事对着杨鹏玩笑着说。

17 时，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他

们顺利完成好现场残极分拣打捆工

作，并将现场打扫干净，确保残极回

炉“颗粒归仓”。“感谢大家！ 党员骨

干就是好样的！ ”高玉利说。“这没什

么，咱是党员，工作必须做到位！ ”杨

鹏回答得一本正经， 可转而又搂着

同事的肩膀幽默起来：“累了， 别忘

记我这个‘士力架’哟！ 能让你横扫

疲惫，活力无限！ ”顿时，现场被朴实

的笑声充满。

（图

/

文 晨曦）

有一种力量叫“党员带头”

▲

机运车间党总支组织党员职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知识学习。

▲

党员积极参与手机答题。

听说厨师病了 ，食堂里还有饭菜

吃吗？

5

月

2

日上午

10

点 ，笔者来到井

巷公司机关食堂。 远远地看见在宽敞

明亮的厨房操作间 ， 一名皮肤黝黑 、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在案台上忙活 ，

旁边放了一大盆切好的肉丝。 走近一

看 ，这不是后勤保卫部分管食堂的副

主任郭小勇吗 ？ 他怎么当起了厨师 ？

曾经拿笔 、 端照相机的新闻工作者 ，

干烧菜做饭的体力活儿，他行吗？

经过了解 ，原来自市场化对标实

施人力资源优化后 ，该公司机关食堂

发生较大变化， 原来的

5

名服务员和

1

名厨师精简为

2

名服务员和

1

名厨

师 。 最近 ，厨师李文军因口腔右侧发

现肉瘤 ，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厨师

的岗位一下没了人选。

针对这一情况 ， 郭小勇主动 “兼

职”厨师岗位。 当天中午，他做了清炒

小白菜 、 黑木耳炒肉丝和一个蛋汤 ，

味道还不错 ，吃饭的人不少 。 对于食

堂的新变化 ，该公司机关干部职工看

在眼底 ，喜在心头 ，喜的不仅是中餐

有了着落 ，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干部的

务实作风。 （晓荷）

主任兼厨师 变化赢好评

许波：

舞臂绘蓝图 岩层展风采

党员、职工进行现场残极分拣打捆工作。

———铜绿山矿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侧记

增强廉洁教育“软实力”

打造矿山生产“硬支撑”

“你好是谁？ 谁是你好？ ”

6

月

4

日，

一封来自云南省富宁县郎恒边防派出所

的挂号信受到了冶炼厂多个

QQ

群、微

信群的关注。

该厂收发室办事员严芳收到这封

信，但“查无此人”。 按照惯例，应该退回

原址，但是边防派出所的信，万一有大事

怎么办？严芳请示领导，与相关人员一起

拆开了这封信。 原来，这是一封感谢信。

郎恒边防派出所地处云南边陲，不

少群众生活仍未脱贫。 为了帮助困难群

众和就学的孩子，派出所建设了一个“爱

心小屋”，并通过网络向外界发出援助的

呼吁。 一名落款为“你好”的冶炼厂职工

率先通过快递向“爱心小屋”捐助了

5

包

衣物，让干警们深受鼓舞。 于是，便有了

这样一封致“你好”的感谢信。

“一定要找到‘你好’。 ”该厂领导要

求。可“你好”是谁，真不好猜。这些年，该

厂奖励精神文明建设好人好事，“小雷

锋”着实不少。 该厂工会、团委和各个基

层党支部立马在各自的战线

QQ

群开

始了寻找“你好”行动，全厂近百个基层

班组也在传递着“你好”的点滴信息……

“莫非是网名？ ”一名职工猜测；“应

该是一名党员吧！”有职工揣摩；“感谢信

里有没有痕迹？”“派出所反映，寄出的邮

包是唯品会网站的快递发出的，‘你好’

一定是一名爱美的女同志。 ”

到了下午， 该厂绩效管理科负责人

终于告诉了大家答案：“‘你好’是我们科

室的谢蔓菁！ ”

谢蔓菁是一名普通的党小组长，她

说：“看到关于西南边陲派出所捐衣服的

帖子，就想着将家里的旧衣服捐给‘爱心

小屋’，贡献一份爱心，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这不是件什么大不了事，没有想到会

有感谢信， 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找 ‘你

好’！ ”

即日， 该厂决定本月厂精神文明建

设好人好事奖“你好”榜上有名。

（陆军 鲁方昆）

“你好？ ”“你好！ ”

一封来自西南边陲派出所的感谢信

许波进行井下撬毛作业，确保巷道通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