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都诗抄

南湖壮志换人间，聚义井冈星火燃。

万里长征崇俊杰，八年抗战仰英贤。

运筹窑洞天兵发，决胜钟山国贼歼。

抗美援朝驱虎豹，保家卫国固疆边。

太空探秘巡星月，三峡截流震宇寰。

春驻神州添秀色，时更世纪展新颜。

中华崛起龙腾舞，民族振兴马跃鞭。

港澳回归奇耻雪，台澎企盼凯歌旋。

保持稳定家家乐，开拓繁荣处处欢。

拒腐倡廉兴大冶，批修反帝护长安。

九州共颂英雄史，四海同歌幸福泉。

马列光辉千古照，党旗灿烂万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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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这天是我参加中国黄金集团学习研讨的最

后一天。 下午听完辅导课并完成了结业仪式，距

离吃晚饭还有些时间，回房间小憩后，准时来到

自助餐厅，依旧是挑拣了几个清淡的食品填饱了

肚子，又吃了几片瓜果。 由于返程的车是明天的，

还得在宾馆待上一晚。 晚饭过后，我挺着微微隆

起的肚子走出宾馆，漫步穿过马路，踏上这几天

一直走过的通向海边的小道。

那是一条约二三百米蜿蜒的林荫小道。刚走

了一半，耳边便传来呼呼、哗哗的风声和水声，是

这几天来从未听到过的。 快到小道尽头，感到海

风越发强劲，又见巨浪翻滚的大海，顿时兴奋地

快步走到堤边，从

瞭

望台处跳到沙滩上。 几天来

都很平静的大海时下变得喧闹起来，天也失去往

日的清澈和湛蓝，变得昏暗许多。 海时而夹杂着

沙冲向我脚下的滩， 时而又把滩上的沙拽入海

中，循环往复不知停歇。 我和滩上的人们一样，不

管被海风吹起竖立着的头发，不顾鼻梁上被海风

吹得模糊的眼镜，尽力瞪大眼睛，张开双臂，看着

大海，迎着海风，享受这大自然给予的拥抱！

海风不停地呼啸，海浪不断地从海面窜起再

落下，层层叠叠奔涌着向前。 海不停地翻滚，不断

从远处升起浪，一时卷起，一时钻进海，又从海底

窜起，起起伏伏咆哮着。 一层浪刚刚被礁石击碎

退去，又一层浪无惧无畏地冲向礁石，前赴后继

不断扑向礁石，好似决意要将其掀翻；而那顽强

的礁石在狂风巨浪中时隐时现、岿然不动。

不知不觉就在海滩伫立了半个多小时，天色

渐晚，一丝凉意使我如梦中惊醒。 推开眼镜揉揉

眼睛， 又见一只喜鹊落在距我不远的海滩上，叼

起一点食物，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扑扑翅膀快速

飞回岸边的树林叽喳唱鸣。 这喜鹊是几天来每每

在海滩上见过的， 而每次所见都是如此的动作、

如此的眼神， 它似乎知晓这海滩并非它的领地，

不可贪食久留，快速拣食，迅速飞走；只有树林才

是它的乐园，可以尽情地跳跃、唱鸣！

以前我也在多个地方见过海，不知为什么此

刻的观海却是让我别有一番心情。 海是宽阔的，

与天交融，让人看不到边际、找不到尽头；海生成

的浪，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冲着岸滩，不停地拍

打，即使气力耗尽，也要为下一个浪冲开几粒沙，

哪怕是遇到礁石被它击碎， 也誓言要将礁石碾

磨，为下一个浪撞出一片滩；礁石巍然屹立，经受

着次次考验。 也许是通过这次培训，聆听多位专

家学者的讲授，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同行

业的朋友， 得以收获更多的知识和宝贵经验，开

阔了胸襟，增强了意识，树立了自信心。 显然心境

不同，对相同事物的感悟也有别。

回到宾馆，静坐沉思观海所见，思绪万千。

浩瀚的大海接天连地，能容纳百川而广大无

边，它含而不露地养育着无数生灵，蕴藏着无以

计数的宝藏，只因其有博大的胸怀；海浪不畏艰

险，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是因其有明确的方向目

标；礁石不怕风吹浪打，不摇不动地屹立在大海

之中，是因其立场坚定。 人若能修得大海般的胸

怀，确定海浪般的方向目标，坚定礁石般不摇不

动的正确立场,加之小喜鹊般的识时务、不贪婪、

知足常乐，何惧不得美好人生!������������������

北戴河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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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笼山金矿 刘坚

“冰棒啊，冰棒，铜录

山冰棒。 ”晚上漫步在大

冶街头巷尾，公园湖边，

随处可以听到如此熟悉

的叫卖声。

铜录山冰棒，勾起我

儿时的记忆， 把我带回

遥远的孩提时代。

父亲是铜绿山矿第

一代矿工， 在井下从事

爆破作业。 我们家是典

型的“半边户”家庭，父

亲在矿山工作， 母亲在

家务农。 平时父亲从来

不回家，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为了赚得

加班费，我记得父亲连续五年没有在家里过

年。 只有在每逢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帮忙，也

就四五天时间，一年也就回来那么两三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冰棒是个稀罕物。

农村生长的孩子不像城里孩子那么幸运，可

以有冰激凌吃， 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冰棒。

我虽说也生活在农村， 但要比他们幸运，因

为我有一个在矿山工作的父亲。 我清楚地记

得，每年夏天父亲都会把铜录山冰棒带回来

给我们吃。

父亲用心良苦， 舐犊情深。 那个时候还

没有保温桶，为了不让冰棒融化，父亲往往

会在天不亮就去拿冰棒。 先用棉袄里三层外

三层里地包着，然后又放入纸箱，最后还要

在纸箱外面再用塑料薄膜包一层，整个严严

实实、密不透风。 他总是赶凌晨的第一班火

车，然后再转汽车，最后经过一个小时的步

行才到家。往往到家的时候，天才刚刚亮。 一

只只冰棒完好无损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和

刚出厂的没什么两样。 再后来到了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为了给我们带冰棒，勤俭节约的

父亲，用积蓄买了一个保温桶。 从此，结束了

用棉袄包冰棒的时代。

因为父亲， 因为铜录山冰棒， 我在小伙

伴们面前风光无限， 曾经在他们面前显摆。

高兴的时候，我会拿出一只冰棒来，让十来

个小伙伴们排成长长的队伍，让他们轮流每

人“嗦”一口。 会以此为诱惑，颐指气使地命

令他们做这做那，像个小皇帝一样，让他们

“俯首称臣”。

为了能够吃上铜录山冰棒， 我会乖乖地

听话，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样，每

年夏天学校里放暑假， 父亲都会把我带到矿

里玩一阵子，这是我最开心时刻。 冰棒票就放

在父亲的抽屉里， 我可以随时拿票去冰棒点

兑换冰棒。 然后搬一把凳子，坐在父亲单身宿

舍的门口，一边看书一边慢慢品尝。 细腻，松

软，甜甜的，滑滑的，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往

往一口气能够吃它好几支，让人爱不释口。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铜录山冰棒经过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不断自我超越，传统不守

旧，创新不忘本，品质越来越好，已经成为黄

石地区的品牌冷饮，长盛不衰。

味道纯正，口感清爽甘甜。 铜录山冰棒，

儿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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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信仰”的力量触摸“实干”的风骨

———读《铜都忠魂———赵宽铭》有感

傍晚时分， 友人传来一份特殊的电子读

物：《铜都忠魂———赵宽铭》。遂点击阅读，竟不

能释手，一气读完。

掩卷之时，不觉夜已深深，不觉泪已潸潸，

只仿佛眼前松涛翻滚，心中赤潮澎湃，脑海中

激荡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 ”在公司上下深入开展市场化对标工作的

今天，学习赵宽铭书记坚守信仰、务实重行的

精神风范，追寻和弘扬红色基因，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感受“信仰”的力量。透过历史的印记，我

们可以感受到赵宽铭书记坚守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赵书记用毕生的追

求，对三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作了精彩而完美

的诠释。

第一个问题———信仰是什么？ 1938 年 1

月，赵书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八路军，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

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

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他始终矢志

不移，执着追求。

第二个问题———为了信仰能付出什么？赵

书记在血与火的硝烟岁月里，英勇杀敌，先后

五次负重伤。 在十年“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带

着高帽游街、批斗、关押，但始终保持着革命的

乐观主义精神， 在多数企业停产的状态下，公

司的生产建设从未中断。坚守信仰到了不惜生

命的境界，这样的信仰，该是何等彻底的自觉

与豪迈！

第三个问题———坚定信仰要常补什么？答

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常补精神之

“钙”。 赵书记自觉把学习当做一种能力来提

高，一种习惯来培养，一种境界来提升，一种责

任来履行，他一直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坚定理想

信念不会一劳永逸的深刻道理。

触摸“实干”的风骨。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

争年代，还是建设与改革的和平岁月，以赵书

记为代表的老一辈有色人， 都是实事求是、勇

于担当的典范。

在革命的征程中，赵书记留下了许多务实

创业的红色经典。 1944 年初，他率部驻扎西川

县，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

镐，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出了“挖一个坡

坡，吃一窝窝”的口号，全连开荒三百余垧，超

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被评为七一四团甲等模范

生产连，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典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赵书记听从

党和人民的召唤，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在冶

金战线上忘我劳动、艰苦创业，为社会主义新

中国的巩固和壮大奉献智慧和力量。 1957 年 7

月 1 日，大冶炼铜厂主厂房破土动工，在当时

缺乏运输力量和大型施工机械的条件下，整个

工程几乎全部是靠手工挖掘和人拉肩扛来完

成。 赵书记带领广大建设者们住在农村，吃在

芦席搭起的食堂，不怕寒暑，晴天大干、雨天抢

着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内建成投产了炼铜厂。 从忠诚坦荡的视角，

领略赵书记的做人之实。 他始终恪守忠诚，胸

怀坦荡，讲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永葆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思今日砥砺奋进正青

春。《铜都忠魂———赵宽铭》一书不仅是一本励

精图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人物传记，也是

一部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

展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刻苦钻研，充分吸收

其养分，为公司对标一流，跨越式发展，作出无

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

冶炼厂 郑沛田

【编者按】 自公司普法办和公司工会联合开展“宪法在我心中”优秀征文活动以来，公司各级组织、广大职工充分认识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的

重要意义，营造了“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 本报特选登部分优秀征文，与广大读者学习交流，以牢固树立宪法意

识，传承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让《宪法》走进企业、走进班组、走进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心中。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高票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法治建设

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事

业所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实事

求是，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色，也

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胸怀和政治

担当。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今年

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年， 是中国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 是中国有色集团落实中央

精神，“走进非洲”二十周年；也是大冶有色成

立 65 周年。回顾改革发展，共和国的前进史，

就是宪法完善、落实的“护航”史。面对企业对

标提升、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面对职工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宪

法修改的重大意义，积极弘扬宪法精神，坚定

信心， 踏实脚步， 坚定不移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实现“三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做好、

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修改宪法， 为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宪

法保障。通过学习，个人觉得本次宪法修正案

有四点重要收获。 一是进一步体现了人民意

志，巩固了共同思想基础。 从 1954 年宪法诞

生至今， 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

完善过程中，每次修改，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的重大实践，是对接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二是充实、完善了国家根

本大法，能更好地发挥“母法”规范、引领、推

动、保障作用。 本次宪法修改案，把党的十九

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 重大方针政策载入

了国家根本法，在“法治”高度上保证更好地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三是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站在

健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制度安排，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是强力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从政治上、

大局上、战略上观察处理问题，注重从宪法发

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解决问题，

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

修改宪法， 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

和“可预期发展”，为“中国梦”保驾护航。宪法

修正案，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体现了党的主张与

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

宪法修正案， 法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写入宪法总纲第

一条，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国家工作全过程， 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将在“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将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等等，这些“母法”章节的修改，“子法”

必然会随之修订、完善。比如一方面“生态文

明建设”为企业生产环保运行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增加了短期企业环保治理成本支出；

另一方面则又淘汰了落后的产能，为企业提

高经济运行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契机。 宪法修正案及其“子法”的修订，对社

会经济发展、对企业外部形势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我们必须开展前瞻性的学习、研究，牢

牢把握变化的主动权。

落实宪法精神，推动公司对标改革，提升

经济运行质量。 习总书记强调，“保证宪法实

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宪法修

改案，核心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导向。当前，作为有着 65 年历史的大冶

有色，企业改革发展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对标

提升“不进则退、有进无退”。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宪法修正案精神，推进公司改革发

展，必须实现“党的领导、职工当家做主和依

法治企”的有机统一。

在公司对标提质改革发展中， 坚持党的

领导，落实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持“三联三服务”，切实发挥党委的政

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组

的阵地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是公司

“再次创业”的根本保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

办企业”既是我们国有企业的传统政治优势，

又体现了党“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企

业增效，员工增收”，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调动、 发挥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劳动

创造积极性。“依法治企”既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的必有之意，更是企

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识。

我们必须“从结果策划过程， 用未来思考今

天”，修订、完善制度流程，让权力运行在阳光

下，千方百计提高效率、效益。

学习、贯彻、实施宪法，既要深刻把握、领

会宪法的精神实质，更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

坚定我们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强大信心，不

断强化“一切为了职工群众”的责任和担当，

不断提升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

“不负所托、不辱使命、执着梦想，再奋新程”。

宪法护航新时代 改革发展重 “躬行”

■

冶炼厂 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