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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工会办公室负责人到裴丽家中看望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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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铜绿山矿“保目标、保效益、

保安全、决战 120”主题劳动竞赛誓师大会

暨“爱我有色，我爱有色”文化“三进”慰问活

动在铜绿山矿采矿职工食堂举行，进一步激

发了该矿职工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劳动热

情。

会上，铜绿山矿相关负责人就劳动竞赛

活动作了动员，该矿工会负责人对劳动竞赛

作了布置。 主要生产车间代表、职工代表分

别作了表态发言，表达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

心和信心。 随后，采矿车间等 5 大车间负责

人分别在劳动竞赛承诺牌上签字，写下了坚

决完成任务的庄严承诺。

接着进行了文化“三进”慰问演出活动。

来自公司职工艺术团、铜绿山矿的文艺骨干

表演了 10 多个精彩的节目。 许多节目由职

工文艺骨干们自编自演，具有浓厚的企业文

化气息。 热情奔放的舞蹈、幽默风趣的相声

等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过程中，公

司工会还进行了计生知识抢答活动，为现场

观众送上小奖品。该矿约 100 名职工代表观

看了文艺演出。

（张国平 赵芳）

公司文化“三进”慰问活动

走进铜绿山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裴良军，46 岁， 是大冶有色精准扶贫结对帮扶

文峪河村村民，家住湖北省竹山县文峪河村五组，全

家 4 口人，低保户。 女儿裴丽 2015 年患有脊髓炎造

成下肢截瘫， 前后

花费治疗费数十万

元。 祸不单行，裴良

军本人于 2015 年检

查出肝硬化晚期 。

父女俩多次入院治

疗， 妻子投入主要

精力照顾护理两个

病人， 治病已花光

了家里的积蓄 ，还

欠下了 30 余万元

的债务，2017 年全

家因病返贫。

花季少女裴丽

因病魔纠缠， 卧床

不起，情绪不佳。 驻

村工作队今年到她

家入户走访时 ，鼓

励她 不 能 轻 言 放

弃，还年轻，一定要

坚持康复锻炼，早日重新站起来，工作队将尽力帮助

她进行康复治疗。经过工作队的疏导，她又燃起了康

复的希望和勇气，坚持康复锻炼，近期入户走访时，

发现她神情开朗， 情绪较好， 正在进行自我康复锻

炼，与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以前，她仅能在床上躺着，

不能下地，现在借助工具，可自己移动和活动，病情

有所好转， 这更加坚定了工作队帮助她进行康复治

疗的信心。

驻村工作队向公司领导提出了援助裴丽康复治

疗的想法，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冶炼厂的赞同。冶炼厂

工会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了爱心捐款倡议， 立即得

到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点滴之爱，汇聚成爱的汪洋，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

到 49000 元爱心捐款。

9 月 13 上午， 冶炼厂工会办公室负责人和工会

干事来到偏远山区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裴丽的

家，看望和慰问了裴丽全家，将 49000 元的爱心捐款

交到了裴丽手中，鼓励她勇敢地战胜疾病，早日重新

站起来，能够生活自理，享受美好人生。

笔者手记：

疾病无情人有情！ 大爱无边，大爱无界

!

大冶有

色冶炼厂干部职工的爱心，如同刚出炉的铜花，灿烂

绽放，光芒四射，温暖和照亮了裴丽受伤的心灵

,

燃

起了裴丽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爱心的传送，让这

个初秋充满暖意。 （邬祥贵）

爱心如铜花灿烂绽放

生活感悟

春有百花秋有月

前段时间央视的一档文化类节目 《经典咏流传》

让中国的古诗词重回大众视野， 着实让国之灿烂文化

又焕发了生机。 这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齐豫演唱

的《春有百花》。最近每每打开音乐播放器，单曲循环的

便是这一首。 其实这首歌在众多优秀的作品中显得甚

是平凡，相较之下《黄河长江》的激昂、《咏鹅》的童趣、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气和《桃花缘》的婉约更为讨

喜。 可说起为什么我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也许因为歌

手，也许因为这首诗的贴近感。

还未目睹亲历黄河母亲的壮丽、 未曾体味乡野农

村逗鹅的经历，也不曾照会过指点江山的雄姿。但是花

月风雪却是时时存在且令我感怀的物事。 加之作者无

门慧开禅师轻描淡写地将人生真谛向你娓娓道来，你

的感受如若清风拂面，豁然开朗。

我想起多年前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天气如往年般

燥热无比，我填报完高考志愿后，便在家等待入学通知

书的到来。

8

月，同学们的通知书陆续都到了，唯独我

的通知书毫无音讯。强烈的不安笼罩着我，一时间食而

无味，寝而无眠，想着没有大学录取的自己将来会遇到

怎样境遇，人生的路会如何艰难，想到深时泪水啪嗒啪

嗒大颗砸下，弄得父母手足无措，一时家里人心惶惶。

记得有天下午，蝉鸣震耳，热浪翻滚，天气燥得让人无

法静心，我坐在电扇面前，靠在阳台门的侧方，盼望着

夜晚到来可以令天气变得凉爽。 谁知烈日并没有要收

手的样子，依旧高挂在天空。 我一边咒骂着鬼天气，一

边起身去喝水。 半刻钟后等我回到座位，刚一坐定，天

空突然一个轰隆，惊得我一个哆嗦。 是雷声吗？ 我探头

往窗外望去，天空不知何时被浓密的雨云覆盖，刺眼的

阳光也完全不见，看来是要下雨。 不一会儿，哗啦啦的

大雨倾盆而下。我望着窗外的雨发呆，突然一股掺杂着

泥土气息的凉风迎面而来， 瞬间将我从湿热中解脱出

来，一扫我心绪上的阴霾，连同所有感官的混沌状态都

消失不见， 仿佛在我的世界里重新开辟了一片绿洲任

我放肆灌溉。经历了烈日长时间炙烤的大地，万物也如

重生般恢复了原本的颜色。 看着阳台外恍若新生的万

物，我突然豁然开朗。 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否极泰来，

有山有河；予你何致，不必强索。想到这里，我所有的不

安与焦躁都消失不见，这晚，我头一次放松心情安然入

梦。不久，我如愿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开始了大学生活。

仿佛是明灯一样，从那以后，我极少为琐事而焦躁

不安，反倒是多了一些笃定和信心，想必这要多谢那个

夏日里经过我身边的那股风，让我成长，催我成熟，学

会用更加敏锐的五感和豁达的心性去感知这个世界、

这个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所以，我可以在春雨中观赏

初开的百花，夏日里等待微雨的凉风，秋夜中抬眼望天

上的明月，冬日里挥洒飞舞的雪花，用一切可以感知的

力量共自然歌唱、与时光共享。 就像诗里说的：若无闲

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颂古五十五首其一》·无门慧开禅师（宋）

○ 铜山口矿 汪纯

▲

舞蹈《烈焰焰情》。

▲

铜绿山矿各车间负责人在劳动竞赛承诺牌上签字。

每一年， 我们的身边都会涌现出一些在工作上有

着突出业绩的先进人物， 他们有着令人敬佩的工作成

绩和高尚的个人素养， 一直以来我都怀着无比崇拜的

心情仰视着他们。 他们中有铜都忠魂———赵宽铭 ，“中

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 湖北工匠宋幸福，“黄石楷模好

人”孙忠东……

我发现，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一些劳模的特性

:

虚心好

学、刻苦钻研、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赵宽铭，一位身上挂满军功章 、慈眉善目的耄耋老

者，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但他身上散发的光芒依然在

照耀着很多人。 作为大冶有色老一辈创业者，这位老者

秉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

于企业，不怕苦、不畏难、不拒险、不停步，一直在为大冶

有色的建设发展而努力躬耕。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

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执着，一种坚守。 赵宽铭是一个

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通俗易懂，也很容易被人们娓娓

道来，口口相传。 他像一面镜子，引领着后人在改革的大

潮中，砥砺前行，不惧风浪。 他自有风骨，以自身优秀的

品格和务实的作风率先做出了典范。 铜都忠魂，他当之

无愧，这样的先锋模范立得住、站得稳，留得久、传得远。

相信在众多有色人心中，“宋幸福创新工作室”是一

个承载着高、精、尖的代名词。 工作室是以创新带头人宋

幸福的名字命名的。 先后被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全国机冶建材示范型职工 （劳模）

创新工作室”“湖北省示范性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等。 主要成果有：实施各类革新攻关项目

200

余项，取得

各类重大技术革新成果

30

余项，国家专利

6

项，每年为

企业创效千万元。 宋幸福先后荣获第十三届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工作室成员金帮富荣获第七届

有色金属行业技术能手，张小林荣获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科技进步奖。

一项项引人瞩目的业绩令人热血沸腾 ， 让人引以

为傲，为之振奋 。 与他们相比 ，我们虽然在高度上有着

很大的差距 ， 但在立国兴邦比贡献的征程上却还有着

尚可企及的奋斗目标 。 谁的业绩不是一点一点干出来

的？ 谁的征途不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以他们为标杆，

循着他们的足迹往前走 ，只要探求的脚步不停歇 ，努力

的方向不动摇 ， 终有一天会追上他们 ， 与他们站在一

起，昂首并肩，走在探索科技创新 ，打造一流铜业 、国际

品牌的征程上。

无论社会如何进步 ，时代如何变迁 ，劳模精神永远

值得人们学习，劳模的特性永远闪着耀眼的光芒 ，为我

们引航指路。 如同我们鲜红的党旗 ，无论何时何地 ，总

会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中飘扬 ，激励我们不懈努力 、

奋斗终生。 我坚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总有一群斗

志昂扬的共产党人披荆斩棘 ，继往开来 ，为着身上肩负

的使命和心中的梦想 ，激情飞扬 ，不懈拼搏 ，努力描绘

着心中的宏伟蓝图！

弘扬劳模精神 展现党员风采

○ 金格公司 王文霞

“电流密度局部集中， 易导致阴极铜板面粗糙且粒子

多。 ”9 月 10 日，冶炼厂电解车间槽面三班班长汪小飞和徒

弟宋钰强，在一起学习阴极铜表面析出分析。 在推进市场化

对标管理中，车间引导职工对照问题找差距，努力提升人员

操作技能，岗位技师纷纷与操作人员结为师徒对子。 这不，

班长汪小飞与徒弟宋钰强就结为师徒，传道授业解惑，提升

技能素养。

“对标赶超先进企业， 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岗位操作，努

力提高生产作业指标。 ”师傅汪小飞说，为了让徒弟宋钰强

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他结合工作实际， 把丰富的安全经

验、娴熟的技术“干货”向徒弟传授，学习教案包含掌握出铜

操作技能、阴极铜板面析出判断等。 小伙子勤劳肯学，师傅

也教得格外用心，每当师傅在现场忙碌时，宋钰强一边睁大

眼睛跟着师傅认真地学习技术，一边打下手，勤快且机警，

让他很快得到了“真传”，两人配合也日渐默契。

大板系统大量使用外贸阳极板， 各个厂家的阳极板的

尺寸虽然符合槽面使用， 但是阳极耳部的关键部位还是存

在差异，阳极板在阳极整形机组铣耳时，由于耳部尺寸存在

差异或者阳极板耳部爬坡不一致，导致阳极耳部未铣到位，

造成槽面初装照缸难度加大，同时在电解过程中，槽面短路

增加，槽压升高，影响直流电单耗。 班长汪小飞决心解决这

一“棘手”问题，空闲时便带着徒弟宋钰强查工艺资料、量阳

极板面尺寸，去现场琢磨改造方案。 徒弟宋钰强当然不放过

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现场跑前跑后。 高温下，他们的蓝色工

作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经过一番思索，他们提出了改善建议，让同批次的阳极

板，尽量集中进机组装槽，这样做可以针对性调整阳极机组

铣刀的角度，确保阳极板铣耳质量。 检验的时候到了，当一

槽同批号阳极被吊起放入阳极机组， 只见阳极按机组 PCL

设置控制， 准确地将阳极耳部修正得光洁整齐。 改善实施

后，槽面短路控制在范围内，槽压平均下降了 0.01V，每月可

节约电费 8 千元。 看着改善获得满意结果，徒弟宋钰强打心

里佩服汪师傅。

“练就一身过硬的基本功，积累经验才是硬道理，做新

时代的‘蓝领精英’可得多下功夫。 ”现如今，车间里像汪小

飞与宋钰强这样的师徒还有许多， 师徒们在互帮互学间健

康成长，他们紧盯生产、设备等瓶颈环节，参与创新创效、修

旧利废活动，使效益之花开遍作业区的每个角落。

（邓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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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开展计生知识抢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