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

来，他的生活可以从现在延伸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对于

一个职场人来说，学习是无止境的。

人的成长有两种途经。 一是组织提供平台给予的成

长，包括工作、培训、交流等。 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

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 ”对于我来说，工作多年，但沉

下心来细细思考，提炼总结的机会不多。 公司首期管训

班，不仅给予了我们时间上的充裕，更有师资强大的教

师团队， 也有公司各条战线的实战专家分享， 通过学、

练、互动等多维的角度，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总结了经验，明确了不足，开拓了思路，得到了提升。

二是个人的自我成长。 知识的另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地串在一起，使你的生活变得

更充实、更有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自我价值

的实现愿景，但是如果你放弃成长，谁也帮不了你，因为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认为不管有没有直接的

好处，学习本身就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持这种态度来

求知更是可取的。

学问，不全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在实践上得到的

经验，也是学问。我本人一直在金石黄金公司工作，金石

黄金公司业务单一、人员少，致使我的实际工作经验相

对较少，经历过的工作相对较简单，存在经验不足的问

题。 但管训一班的同学们个个都有着丰富的实际管理经

验，不论是管事还是管人，管生产还是管党务，都有很多

值得我学习的优点，从他们身上借鉴到了不少有用的管

理经验。 通过在管训班的学习，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管

理逻辑，管理思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学习知识是件充满幸

福感和成就感的事情，我将一生追求。

学然后能行 思然后有得

04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用这句话描述《大冶有色

报》走过的历程是再贴切不过了。

说起 《大冶有色报 》，它最早创

刊于

1958

年

11

月， 大冶冶炼厂党

委机关报 ， 当时名字叫 《铜厂简

报》，共出刊

160

期 ，

1961

年

6

月停

办 ；后于

1964

年

5

月复刊 ，更名为

《新人新事报 》，共出刊

56

期 ，

1965

年

1

月又停办。 直到

1975

年

2

月，

再次复刊 ，取名 《公司简讯 》。

1981

年

7

月 ， 经湖北省委宣传部批准 ，

《公司简讯》更名为 《大冶有色报 》。

截至笔者发稿时 ，《大冶有色报 》已

出刊

2963

期。

《大冶有色报 》 是公司宣传主

阵地 ，主要报道公司要闻 、生产经

营 、党建群团等方面内容 。 每当翻

开 《大冶有色报 》，就会闻到一股淡

淡的墨香 ， 它里面包含了通讯员 、

记者 、编辑 、印刷 、投递 、各级干部

职工等太多人的付出 。 《大冶有色

报 》 坚持宣传公司改革新举措 ，唱

响时代主旋律 ，通过开辟 “铜都时

评 ”“中色在线 ”“一线写真 ”“绿色

发展 ”“文化博览 ”“铜都拾锦 ”“市

场化对标 ”等专栏 ，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中国有色集团第三

次党代会精神 ，不忘初心 ，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 ，坚持 “以人民为中

心 ”工作导向 ，以文化感人 、聚人 、

育人，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

匠精神 、专业精神 ，聚焦 “爱我有

色 ，我爱有色 ”，讲好大冶有色新故

事，倡导职工写 、写职工 ，将笔头对

准一线 ，将资源用于一线 ，用身边

的小人物 、小故事等 ，提高 《大冶有

色报》的公信力和可读性。

《大冶有色报 》 虽然不能让我

们感受真金白银物质上摸得着的

东西 ， 但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丰

富了职工的知识 ，扩大了公司的影

响力，具有软实力。 它自创办以来，

锻炼了一大批业余作者。 在湖北省

企业报 “好新闻 ”评选中 ，每年有新

闻

(

版面、标题

)

获奖；在《湖北日报》

《中国有色金属报 》等全国数

10

家

报刊上发表作品数百篇

(

幅

)

。 有科

普作品在全国冶金优秀科普 、全国

多家晚报联合主办的科普征文中

获奖 ， 有油画参加全国性展览 、获

《湖北工人画廊 》 一等奖并分别在

《人民日报 》 《中国青年报 》 《冶金

报 》刊载 ；小说获 《广州文艺 》征文

一等奖 ；言论文章获 《湖北日报 》年

度好稿甲等奖 ，被收进 《湖北言论

文选集 》，被收进 《黄石日报 》编印

的 《春雨集 》《百里铜乡凯歌扬 》和

黄石市委宣传部编印的 《宝地生

辉 》； 散文被选入湖北电台庆祝建

国

35

周年编印的 《建设者之歌 》；

公司与黄石科普创作协会合编的

《孔雀石———科圃蓓蕾 》专集出版 ，

全书

225,000

余字 ， 绝大多数是公

司职工作品。

大家可曾知

40

年前的《大冶有

色报》是副什么模样？ 它好似“俊美

女 ”养在深闺今天许多人不知 ，“俏

宝贝 ” 埋在深山今天许多人未识 。

40

年前，它朴实无华，篇幅短小“有

骨感 ”，但里面的内容丰富多彩 ，与

大冶有色人息息相关 。 时光荏苒 ，

岁月如歌 。 《大冶有色报 》秉持 “传

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 ”原

则 ，在用新文化提升新境界中走进

了

2018

年 ， 从

1958

年到

2018

年 ，

它走过了

60

年 ， 迎来了

60

岁生

日。 其间的故事可太多了。

论诞生年龄 ，我和它差不多算

是 “同龄人 ”。 我

1977

年参加工作

到

2018

年 ， 在大冶有色工作了

41

年，《大冶有色报》陪伴我走过了

41

年 ，其间我个人的酸甜苦辣除我自

己知道外，它也知道 。 如果从

1975

年复刊连续报龄算起 ，它比我工龄

长

2

岁 ，我们是 “好兄弟 ”，我应该

叫它 “大哥 ”， 我们也算是知己至

交 。 从我

70

年代末写 “豆腐块 ”简

讯往 《大冶有色报 》投稿起 ，就与它

结了缘 ，从那时起 ，我便很荣幸地

走进了大冶有色通讯员队伍 ，从

此 ，《大冶有色报 》成了我的良师益

友。

沾 《大冶有色报 》的光 ，我算是

受锻炼且受益的业余作者其中的

一员 ，收获颇丰 ，在历任宣传部 、报

社领导的关怀 、教导下 ，在报社编

辑老师的指导下 ， 先后有简讯 、通

讯 、诗歌 、言论等百篇稿件在 《大冶

有色报 》及其他报刊发表 ，有的稿

件被收录 ，多年被矿党委宣传科评

为优秀通讯报道员 。

1984

年 ，我获

得矿对内对外投稿数量 、上稿率双

第一。

受益匪浅感恩一路相伴 ，传递

精彩抒发有色情怀。 仅以此篇献给

风雨兼程 、一路走来的 《大冶有色

报》

60

岁生日。

我与《大冶有色报》共成长

展博源新风尚 扬社会正能量

———博源环保公司志愿者服务活动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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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学习体会

“石哥，我今天那两次指路对不？ ”

“对呀，很对呀！ 小马，你刚给那老大爷指路，

我可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着呢。 你小子也不是下陆

本地人，我看你之前肯定是做过不少功课的。 ”

“那可不， 我这第一次作为志愿者上街服务，

可不得认真慎重点儿。石哥，你今早上班高峰协助

交警维护交通秩序，那动作、那气场可是帅呆了！”

“那是必须的，看见没有？ 咱这小红帽上写着

啥？‘大冶有色博源环保志愿者’，咱们哪，不光代

表自己，还代表大冶有色，代表博源环保！ ”8 月

份，正是骄阳似火、炎暑正酷的时节，博源环保公

司两名参加下陆区“交通文明·你我同行”志愿服

务活动的职工，在一天的服务活动结束后，仍意犹

未尽地讨论回顾当天在街口值守服务的种种情

形。

今年年初， 该公司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作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点， 制订两年创建工作方

案和本年度创建工作要点， 并向下陆区递交创建

申请。 今年以来，该公司围绕创建要求，将创建工

作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

这一项，就丰富体裁创新方式，开展得有声有色。

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该公司工会组

织连同企业文化办组织活动让女职工们过了一个

十分有意义的节日。

活动当天一大早， 该公司全体女职工自备手

套、垃圾袋等工具，欢欢喜喜齐聚栗山寺，沿东方

山景区一路捡拾塑料袋、饮料瓶等白色垃圾。一路

上，大家欢声笑语不断，低头、弯腰、捡拾的一连贯

动作也没停歇。职工高海玲跟王昕一组，她体贴地

对王昕说：“你前几天不是颈椎疼吗？ 你就负责拎

垃圾袋，我负责捡。”“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能为美

化咱东方山景区环境干点事儿， 我可浑身是劲儿

呢！ 你看，这低头弯腰运动运动，我觉着好多了。 ”

王昕说着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妈妈、妈妈，这里，这里有一个！ ”这次有意义

的活动， 职工侯永梅特意带上了自己才两岁多的

儿子，小家伙棒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状态，发现

路边草丛里的一个饮料瓶，像发现宝藏一样开心，

忙不迭地同妈妈一起合作。 小小的心灵自此种下

爱护环境、服务社会的精神种子。

春天的东方山美不胜收， 该公司女职工忙碌

的身影更是为其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沿途不

少游客和早锻炼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 竖起大拇

指为她们点赞。 一对头发花白的大爷大妈当知道

大家来自大冶有色后， 兴高采烈地要求道：“请你

们借咱俩几个垃圾袋吧， 咱俩也是大冶有色大家

庭的，10 年前退的休，咱们要求加入你们这有意义

的活动！ ”该公司女职工们欣然同意大爷大妈的请

求。

当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共捡拾各类白色

垃圾共计 10 余大袋。

3 月份，在“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月和植树节

期间，该公司组织开展“我为博源添新绿”主题公

益植树活动，全体职工纷纷响应，提议既然是公益

活动，树苗须得是自购，铁锹、锄头、水桶等工具须

得是自备，活动时间须得是大家的业余时间，这样

才能体现“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真正意义。

该公司采纳了大家的提议，在一个周末休息日，大

家齐动手共协作， 让 500 株桂花小树苗在博源安

下了“家”，为厂区增添一片新绿。 更难能可贵的

是， 大家并没有栽下树苗就不闻不问随其自生自

灭， 而是各人认领自己植下的树苗， 抽空进行浇

水、松土、除草等各种照拂，既要负责植，还要负责

活，将来还要负责绿树成荫，使“学雷锋”志愿者服

务活动常态化、习惯化。

8 月初， 该公司企业文化办联合市场营销部、

安环部，制定秋季“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方案，

第一波儿就是在黄石市范围内，进社区校区，向广

大市民、学生宣传废旧家电、报废汽车合规处理相

关知识和政策， 同时宣传推广博源环保公司低碳

环保、循环再生生产经营理念，并现场派发相关信

息资料，随时提供上门回收废旧家电服务。前期已

经在下陆地区“小试牛刀”，反响很好，受到广大市

民的一致欢迎， 后期将向其他区域扩展大范围开

展此类志愿服务活动。

“学雷锋”志愿者活动是该公司文明单位创建

的工作要求，也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每名职工

的精神需求。 该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此类活

动向更深层次更广平台更多形式地开展下去，更

进一步地展现博源新风尚，宣扬社会正能量！

（喻亚丽）

职工清除花坛杂草。

“我为博源添新绿”主题公益植树活动现场。

职工在东方山风景区捡拾白色垃圾。

职工摄影

矿山风貌 公司总部 徐芳玲

○ 金石黄金公司 杨晓英

○ 大江环科 柯昌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