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合明，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生产管

理部副主任。 2011年，他从丰山铜矿被外

派到新疆，从矿山基建、试运行到正式生

产，6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将“敬业”放

在首位，并以公司效益为核心，将提质增

效贯穿到日常工作中， 带领部门职工统

筹规划，精心组织，超额完成了集团公司

下达的生产经营任务。

2017年年初，集团公司给该公司下

达了 9600吨的生产经营任务。在新疆维

稳是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 因国家和民

族重大节日，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要会议，

国家重要领导人来访等， 火工品都会禁

存、禁运、限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

完成生产经营任务，非常艰难。

但是，梅合明深知，企业要生存、求

发展，就必须转变固有的思维，调整思路

打破常规。 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新疆对

火工品禁存、禁运、限批的时间，进行归

纳整理， 摸索出政府对火工品控制的规

律。 特别是 2017年 8月，他利用掌握的

信息，提前两个月向公司提交“关于古尔

邦节、国庆节、中秋节及党的十九大期间

提前备矿保生产”的专题报告，因准备充

足，组织到位，在节日来临前，就完成井

下存矿 6万余吨， 地表堆矿 9万余吨的

备矿工作。 在火工品禁用 51 天的情况

下，保证了选矿连续生产 43 天，生产矿

山铜 1400多吨，为完成公司全年生产经

营目标奠定了基础。

在公司开展的提质增效活动中，为

了更好地提高生产回水循环利用率，有

效降低选矿、充填等新水单耗，减少水资源使用费的支

出，梅合明多次同选矿及外包工程队设备技术人员一起，

探讨研究用生产回水代替新水。 通过对选矿大型设备冷

却水系统改用生产水进行反复测试，最终取得成功，8 月

底完成改造，9 月份选矿吨矿新水耗用就由 0.68 吨 /

吨降为 0.42 吨 / 吨，每月少用新水 2.3 万吨，为公司节

约了资金，缓解了尾矿库库容压力。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火工品禁运的时间，2017 全

年，梅合明提前与设备部门沟通，尽可能将设备检修时间

调整到火工品禁用期间， 在全年火工品禁用 100多天的

情况下，保证选矿开车 200多天，生产矿山铜一万多吨，

超额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生产经营任务。

在边疆工作，离家路途遥远，家肯定是顾不上的，家

里的所有重担都落在了妻子一人身上。 2015年 5月的一

天，梅合明刚从井下上来，看到妻子打来的十几个未接电

话和妻子发来岳父去世的信息，要求他回家一趟。当时正

值井下采、供矿作业，六大系统安装调试紧要阶段，他必

须每天都到一线跟班调试，无法脱身回家尽孝。 这几年

来，女儿考大学、上大学，他没能陪伴左右；母亲髋关骨骨

折，卧病在床，他没能回去照顾一下……说起家人来，他

心里满满的都是愧疚。

从矿山基建到建成投产，梅合明已经把根扎在了矿

山，把心留在了工作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肩负起责任与担

当。

（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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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继大，金格公司金格钢构公司综合三班班长、铆工。 他

常年奋战在喀什、铁门关、澜沧等“急、难、险、重”的项目中。 他

就像一把“利刃”，用自身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不怕吃苦的担当

精神，带领一支“尖刀队”冲锋在金格公司开拓市场之路的最

前端。

哪儿工作条件最辛苦、难度最大、任务最急，肖继大的身

影就出现在哪儿。近几年来，他平均每年 7个月的时间在外地

施工。 在新疆萨热克铜矿，面对恶劣气候，他以“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的战斗精神奋战帕米尔高原；在云南澜

沧深山中，他带领团队安全无误地安装了高度近 70米、重量

达 600多吨的亚洲第一深井井架， 其空中对接的安装方式属

全国首创；在新疆铁门关市“四馆合一”工程上，他带领班组职

工制作安装的异性斗拱，难度大，质量高，外形精美，成为了当

地靓丽的风景线；在冶炼厂第六次冶化检修中，仅用 35天时

间就完成了换热器换新工程。

去年 8月，肖继大的儿子还未满月，他又一次按照公司安

排义无反顾地前往新疆铁门关市“四馆合一”工程。 他以身作

则，带领班组职工每天工作 10个小时以上，圆满完成一千多

米风管的安装任务。

肖继大还带领班组职工进行新疆“四馆合一”的斗拱制作

安装难题技术攻关，制作出的 1mm不锈钢斗拱模具达到了精

加工的水平。 仅不锈钢斗拱模具这一项就为公司节约成本 80

多万元。 在班组安全管理上，他积极推进施工流程优化和对标

管理活动，围绕质量、安全、进度、成本、文明施工等开展对标

管理、工法创新、精益管理创效活动。 他把每道工序、每个环

节、每天施工任务落实在每个人头上。 在项目作业中实行“估

工包干制”，先算账后做事，让作业组成员清晰地知道要做什

么，有多少工作量，打造了一支“比着干，抢着干，超前干”的战

斗集体。

肖继大带领的班组多次被集团公司授予“红旗班组”称

号，他个人多次被原建安公司评为“标兵”“先进生产工作者”

等称号。

（黄海波）

张华:匠心巧手 书写精彩人生

“喔、喔、喔……”2017年 4月 14日晚上 10时 31分，公司

消防大队值班室的警铃骤然响起。“铜花小区三期一住户发生

火灾，请立即出警！”监控指挥中心发出指令。正在消防队值班

备勤的公司安全管理部消防队队员、二班班长邓伟，立即带领

班组队员如离弦之箭直奔火场。

火势异常凶猛，火情就是命令。 到达火场后，现场已是一片

火海，窗户都已熏黑，火舌不时喷涌而出，随时都有蔓延的可

能。 邓伟立即组织队员进行火场侦查，当得知有一名 60多岁的

老人被困屋内， 面对随时可能燃气爆炸和屋顶坍塌的危险，他

没有犹豫，当即背上空气呼吸器，在水枪的掩护下，一口气冲上

五楼。 屋内火势凶猛、浓烟滚滚，能见度极差，经过一番艰难搜

寻，邓伟终于在屋内一个角落找到了被困的老人。 此时老人已

被浓烟熏得几乎窒息、生命垂危。 情况危急，他一把抱起老人，

在随后赶来的战斗员掩护下，冲出了火海。 当他一口气抱着老

人冲出楼门的时候，现场群众中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邓伟冲锋在前，表现出思想境界高、退伍不褪色的本色，与

他平时刻苦训练有关。 过硬的消防技能是及时扑灭各类火灾、

安全实施救援的前提，是公司安全生产和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

保障。

2012年，邓伟脱下军装来到公司内保中心当了一名消防队

员，很快因工作认真负责、专业技能过硬，从众多队员中脱颖

而出，成为消防大队年轻的班组长。

在日常工作中，邓伟始终把消防业务技能训练当作重中

之重来抓，严格制定训练计划，并组织全班队员刻苦训练，无

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从不懈怠。 训练中，别人练一遍，他通常

要练上 3遍；别人跑 1小时，他要跑 2小时甚至 3小时。

通过不懈的努力，邓伟个人在消防业务考核中，成绩始

终名列前茅。 2012年至今，他带领队友连续 6年夺得黄石市

专职消防队伍岗位练兵比武竞赛的团体冠军，他个人多次获

得“两人五盘水带连接”、楼层出水操及消防车出水操项目的

第一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工作 6年来，邓伟参加灭火战斗

90余次，处置成功率达 100%。

邓伟，一名有信念、有抱负的“90 后”青年职工，用自己

的满腔热血书写着企业消防卫士的忠诚与担当。

（张国平 黄玉琳 杨友清）

邓伟：蹈火岁月写风流

建议成年人每年口腔检查至少一次。

提倡学龄前儿童每 6 个月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及时纠正吮指、咬下唇、

吐舌、口呼吸等不良习惯。

龋病和牙周疾病是最常见的口腔疾病，

通过自我口腔保健和专业口腔保健清除牙菌斑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基础。

坚持做到每天至少刷牙两次，饭后漱

口。 晚上睡前刷牙尤为重要。 儿童除每日三餐外，尽量少吃零食。

建议刷牙后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

刷等工具辅助清洁。

0-3岁儿童的口腔护理由家长帮助完

成；3-6岁儿童由家长和幼儿园老师教授简单的画圈刷牙法，早上独立刷牙，晚上

由家长协助刷牙；6岁以上儿童，家长仍需做好监督，确保刷牙的效果。

6 岁左右萌出的第一恒磨牙， 与 12

岁时长出的第二恒磨牙均需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做完窝沟封闭的儿童仍不

能忽视每天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

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

龋措施，但牙膏不能替代药物，只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能治疗口腔疾病。

推荐每周至少进行 5 天中等强度身

体活动，累计 150 分钟以上；坚持日常身体活动，平均每天主动身体活动

6000 步；减少久坐时间，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超重肥胖者制定的减重目标不宜过

高过快，减少脂肪类能量摄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做好记录，以利于长

期坚持。

儿童肥胖治疗主要为饮食控制、行为

修正和运动指导，饮食控制目的在于降低能量摄入，不宜过度节食。儿童应

减少静坐时间，增加体力活动和运动锻炼时间。

建议每周坚持至少进行 3 次平衡能

力锻炼和预防跌倒能力的活动，适量进行增加肌肉训练，预防少肌症。

上下班路上多步行、多骑车、少开车；

工作时少乘电梯多走楼梯，时常做做伸展运动，减少久坐；居家时间多做家

务、多散步，减少看电视、手机和其它屏幕时间。 运动要多样化，把生活、娱

乐、工作与运动锻炼相结合。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

种全身性骨骼疾病，疼痛、驼背、身高降低和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主要表

现，骨质疏松症是可防可治的慢性病。

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并发症是骨折，通常

在日常负重、活动、弯腰和跌倒后发生。

各个年龄阶段都应注重骨质疏松的预

防,�绝经期后的女性及中老年人是骨质

疏松的高发人群。

人体骨骼中的矿物含量在30岁左右达

到最高的峰值骨量， 峰值骨量越高，到

老年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时间越推迟，症状与程度也越轻。

饮食习惯对钙的吸收密切相关，选择富

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对

预防骨质疏松有益。

充足的光照会促进维生素D的生成,建

议每天至少20分钟日照时间， 提倡中

速步行、跑步、骑行等多种户外运动形式。

体育锻炼对于防止骨质疏松具有积极

作用，负重运动可以让身体获得及保持

最大的骨强度。

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锻炼运动负荷

小，能量消耗低，有助于老年人预防跌

倒和外伤。

吸烟和过度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都会

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成年男性和女性一

天的最大饮酒酒精量建议不超过25g和15g，高危人群应在此基础上减少。

创 建 健 康 企 业

肖继大:冲锋在前的攻坚“利刃”

梅合明查看生产记录和报表。

张华在搬运氧气瓶。

建议每年定期洁牙（洗牙）一次，定期

洁牙能够保持牙周健康。

各年龄段人群都应坚持天天运动，

维持能量平衡、保持健康体重。 体重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健康。

重视控制腰围，预防腹型肥胖，建议男

性腰围不超过 85厘米， 女性不超过

80厘米。

践行“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

一辈子”的健康一二一理念，通过合

理饮食与科学运动即可保持健康体重。

能量摄入适量，建议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每周 25 种以上，鼓励摄入以复合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质

为基础的低能量、低脂肪、低糖、低盐并富含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膳食。 坚

持规律饮食，切忌暴饮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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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继大在按照图纸安排下料。

张华，机电修造公司安装项目部焊工。 他在 2017年首届

“黄石工匠”职业技能大赛中，勇夺焊工第一名。

2017年元宵节前一天，张华带队突击抢修 DN800长江供

水管道故障点。 开挖后，漏点却不在管域内，现场的几名维修

师傅准备放弃，重新在道路上“开肠破肚”，查找漏点。 张华立

即阻止，他利用“鱼刺分析法”找漏水管域，提出在管道裸露处

开人孔，自己带头钻进管道，弓着身子爬行寻找，准确无误地

找到漏点。 面对淤泥、管涌、烟气，他丝毫没有畏惧，带领同事

们，一气呵成完成抢修工作。 工作完成了，大家喜笑颜开，形容

他是“穿山鼠”。 他将此次方案总结归纳写出《长江管道漏水查

找规程》，并提报了合理化建议，减去了“开肠破肚”查找漏点

的流程。 2017年， 按此流程共维修长江管线漏水点 7次，每

次他都身先士卒钻进管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穿山鼠”，节约

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减少资金投入 20多万元。

作为一名党员，张华把“党员是标杆榜样，关键时候要冲

在前面”作为衡量自己做事的标准，他深深知道自己肩负的责

任。 去年初，项目部组织职工对生活用水管道进行清理，齐腰

深的泥浆掩盖了排水的管道口，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由于

空间狭窄，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一个人先下到地埋口，找

到排水口，清除管道四周的污泥。 张华看到大家犯难，为了不影

响清理工作进度，他边穿雨衣边笑着对班长说：“我个子不大便

于进出，而且我力气大，困难就怕我，我来试试。 ”随即他跳到泥

浆里，泥水一点点湿透了衣服，他坚持弓着腰、脸贴着泥浆，一

次、两次、三次，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终于将管道四周的污泥

清除掉。 这时，他已满脸是泥、浑身是水，但心情却分外舒畅。

“凝聚职工首先要接近职工、关心职工。 ”在紧张的工作之

余，张华经常与班里的职工交心谈心，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家

庭情况和个人工作生活状况，像亲兄弟一样关心他们。 之前分

到项目部的一名青年职工， 由于家庭原因从小就养成了孤僻、

不愿与人接触、不苟言笑的性格，党支部把他调到张华的班组，

让他帮助改变青年职工。 在工作中，张华有意和青年职工一个

岗，便于多了解、多交流，私下叫其他职工主动找他说话聊天。

下班后，张华经常到他宿舍坐一坐，带他与人接触。 到了青年职

工的生日当天，张华组织全班职工为他过生日，让小伙子感受

到了亲情般的温暖，体会到了融入集体的快乐，自此青年职工

封闭的心门打开了。 张华真诚的关心换来了班组职工的支持和

帮助，提高了班组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张华先后被各级组

织评为工作明星、优秀共产党员、劳模、标兵。

面对荣誉，张华说，他要在工作中牢固树立“责任、忠诚、

学习、进取”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他

的匠心巧手，书写精彩人生。

（王建林）

不论失牙多少， 都应在拔牙 2-3 个

月后及时进行义齿修复。 对于配戴活动假牙（可摘义齿）的老年人，应在每

次饭后取出刷洗干净。

邓伟在参加消防技能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