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来了，回首 2020 年，你是否有新的

启发？

赶在 2020年的“小尾巴”， 我看了一场名为

《Soul》的电影，看完之后的感觉如同喝了一碗鸡汤

般久久回甘，又仿佛沐浴在阳光下般自在舒服。

电影主人公乔伊是一名中学音乐教师，他

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爵士俱

乐部弹钢琴。 为了这个目标，他人到中年还要

靠母亲为他料理生活，对朋友滔滔不绝讲自己

的音乐梦而从不在乎朋友的人生经历，有喜欢

的女生也可以不去追求，自己的学生遇到了困

难他也觉得不重要……对他而言，实现音乐梦

就是他人生的全部意义。

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一次珍贵的演出机会，

当他历经生死排除万难成功演出后， 他兴奋地问

他的搭档：“明天要干什么？ ”搭档淡淡地回答：“明

晚再来这里演出。 ”

就这？ 实现人生目标之后，就只是这样吗？

是的，明天继续。

乔伊迷失了，他说：“为这一天我等了一辈子，

我以为我会有所不同。 ”

搭档接着说：“我听过关于一条鱼的故事。 它

游到一条老鱼旁边说， 我要找到他们称之为海洋

的东西。 老鱼说，你现在就在海洋里啊。 小鱼说，

不，这儿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

当人把追求目标当成了一种执念， 脱离了生

活，就成了迷失的灵魂。

我们听多了名人励志故事，看惯了成功学，甚

至大多数电影都是在主人公为成功欢呼的那一刻

黑屏结束。 可电影故事结束了，生活呢？ 生活永远

在继续。

小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个大大的人生目标，

以为只有追逐目标实现梦想才叫成功， 而只有成

功才叫活得好，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 长大后，我

们一步一步知道，我们是如此平凡普通的大多数，

实现梦想是如此不易。 我们无数次挫败地问自己：

“我是为什么而活？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人生

价值在哪里？ ”

电影《Soul》没有直接回答你心中的问号，

而是像对待孩子般，温柔地问成年的你：“想吃

比萨吗？ ”

想起来呀！那些被你忽视的生活中的小美好：

你爱吃的比萨，掉落在手心的树叶，吻过脸颊的微

风，陌生人的歌声，妈妈的唠叨……

你曾因生活的一点一滴而快乐， 你曾如此容

易快乐。

找回孩子的眼睛和微笑吧， 以充满好奇的目

光看向这个世界，再欣喜地看向镜中的自己。 我们

追求的到底是理想被世俗化后的价值定义还是理

想本身，你有了答案吗？

对，热爱生活吧，珍惜生活在当下的每一

分钟。

○公司总部 何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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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职工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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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郭林雪花伴我工作忙

珍惜生活的每一分钟

回忆 2020

时间老人将岁月的帷幕轻轻拉下，2020 年的脚步离我们

而去，2021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元旦节，坐在电脑前闭目沉思，这一年留给我太多的感动。

除了疫情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动，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冶炼厂体

验生活的日子。

完成长篇小说国企三部曲一直是我的梦想，在这之前我完

成了第一部《一把手》，已于 2020年六月份由江西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出版，并于黄石建市七十周年与大家在黄石图书馆参加

签名赠书活动。 能够顺利出版并与市同庆，感谢黄石作协的扶

持，感谢荒湖主席的抬爱，感谢为丛书出版付出心血的各位老

师。第二部长篇小说《圈子》已完成，现正与出版社洽谈中。长篇

小说《铜魂》，是我即将动笔的国企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写的是

工业题材，写冶炼厂炼铜育人的精神。 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

律，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来没有接触过冶炼生产，

不知道生产工序。不能想当然的去闭门造车，为了言之有物，写

出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作品必须身临其境。于是得朋友帮忙去

冶炼厂体验生活，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现代工业生生

不息的气息。

我是去年七月份进去，十二月底出来的。 从流金铄石的夏

天到硕果累累的秋天，再到滴水成冰的冬天。 在冶炼厂进进出

出半年的日子里，行走十里厂区，走遍大大小小五十多个生产

班组，我有幸得到许许多多萍水相逢人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一

路走来，留给我太多的感动。

负责宣传工作的叶建国主任，是我麻烦最多的人，从在宣

传部无偿给我提供办公场所、办公用品和文字资料，到深入基

层班组一次又一次地协调，不厌其烦，亲力亲为，怎一个“谢”字

了却？ 这份无价的情谊，将永远铭刻于心；戴着眼镜，文质

彬彬，一脸微笑的熔炼车间胡建军书记是我来冶炼厂体验

生活接触的第一个车间党总支书记。和蔼可亲的笑容和信

任的眼神，给人信心和力量，虽是第一次打交道，却如相交

多年的老朋友那样融洽；刘燕萍，笑靥如花，熔炼车间的综

合干事，工作认真负责。一个柔弱的女同志，连续几天带着

我走遍熔炼车间的每一个角落；黄琨，转炉车间的安全员，

三十多岁，中等个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百忙之

中一次又一次地为我安排协调；朱卫国书记，笑容永远走

在语言前面，身体力行地给我当向导做解说，深入浅出地

娓娓道来，游走在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高耸入云的硫酸塔深

处；高大英俊的石凯，走路风风火火，办事踏踏实实，带着

我走三系穿四系，越铁路到污酸去污水；刘建新书记站在

党建活动室的宣传栏前，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电解车间的

党建情况；戴着眼镜年轻的大学生员工、电解车间党总支

第二党支部支委程艮艮，即将赴中国有色集团做党建经验

交流。 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后生可畏；

事必躬亲的伍岗华书记， 带我走遍稀贵车间的旮旮旯旯，

一边走一边深情地介绍。 怕我听不清楚还反复说，不放过

每一个细节，认真负责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主动作为，热

情好客的夏智勇书记多次与我联系，亲临现场，周密安排，

让我了解到紫杂铜的生产工艺流程， 学到了冶炼知识；未

曾谋面，已经退休，远在武汉打工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丁凤英同志在听到我的自我介绍后， 没有半点犹豫。

于百忙之中，晚上抽出时间通过微信以语音的方式接受我

长达两个小时的专访；大国工匠宋幸福师傅面对我的突然

造访，毅然放下手里的活儿陪着我一聊就是半上午，详细

地给我说工作室技术创新的那些事儿；毫无架子，载誉归

来，不辞劳苦的全国劳模邵志村班长忙里偷闲在班组会议

室和主控室接受我冗长的采访。

还有鲁方昆、吴玉黄、李秀武、文小莉、李亮、叶沿华、

张海、胡化、柯尊焕、罗恒、武军等人，以及一些不知道姓名

的职工朋友，他们热情地为我提供素材，在这里一并致谢。

谢谢你们！ 让我完成了十三万字的《冶炼日志》，没有你们

无私的帮助，就没有我这次成功的体验生活之旅！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冬日，回忆是幸福的。 每当夜深人

静的时候，独坐书房，掩卷沉思，这些人的名字和面孔便会

情不自禁地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现。 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是那样的真实，让人忍不住泪湿眼眶。 虽说

时值冰冷彻骨的冬天，但心却如炉火一样温暖。

2020，一个值得铭记的年！

我会记住这些名字和面孔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叶子

不平凡的 2020年过去了

这一年，我们曾并肩战“疫”

这一年，我们曾携手抗洪

这一年，我们一起拼搏奋斗

这一年，我们也拥有格外的收获

我们一起拼过的 2020

哪些，让你难以忘怀

让我们一起回望

一个迎难而上

乘风破浪的中色大冶

伟大战斗

2月，在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

党是风雨来袭时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公司党委带领职工开启了一场

抗击疫情炉火不停的伟大战斗

中色大冶人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一个个普通职工挺身而出

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

骑行几十公里为患病工友送饭

步行百里火速返岗

以厂为家坚守岗位

我请战、我能行、我顶上

党员包保、火线入党

志愿服务、爱心接力

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家属

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力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守卫企业，守护家人，守望相助

风雨同舟、众志成城

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

“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自己的家，自己守护

自己的企业，自己捍卫

自己的国，自己要救

“硬核”开课

在万众一心抗疫的非常时期

公司第三期管训班

2月 14日“硬核”开课

187名学员开启网络学习

拉响了“学习力就是战斗力”的集结号

复工复产

3月，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公司打响了全面复工复产

的“硬核”战斗

任务不减，目标不变

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

矿山炮声隆隆

冶炼炉火更旺

誓把时间抢回来

把损失补回来

把产量干出来

顶梁柱，顶得住

党建新高地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创建合格型、标准型、示范型党支部

党建与中心工作相融相促

创新做实党建，红色赋能

5至 6月份公司党委

将 10个示范党支部的

党员活动阵地

打造成党建新高地

战天斗地

7月份防汛形势最吃紧的时候

公司一批批突击队员接力奋战

公司领导靠前指导成功处置险情

中色大冶人以劈波斩浪的气概

战天斗地保卫家园

思想破冰

7至 11月

公司开展“对标再出发、

改革再深化”研讨

聚焦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

查问题、找差距

补短板、强弱项

3000余人次参加

240余场讨论会

以“思想破冰”

引领企业发展突围

逆行征战

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批批先行者、开拓者

无畏逆行，征战海外

大黑山项目运营

服务刚波夫项目

维保项目承包

非标件制作加工

多点布局

抓实国际业务

拓展新发展格局

领导关怀

9月 16日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奚正平

到公司调研

冒雨视察 40万吨项目

勉励中色大冶

要有大作为、大追求和大带动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

建设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铜企业

殷切的希望，巨大的鼓舞

以此为动力

更加团结拼搏

更加奋发努力

更加创新发展

超级工程

公司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集团公司的三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转化为建设“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

疫情汛情叠加

一场又一场的大考

军令如山，使命必达

以敢为人先的闯劲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甩开膀子干”的拼劲

对标世界一流

做好高质量发展答卷

为打造现代化铜企业拼搏奋斗

重组整合

9月 28日

井巷公司移交中色十五冶

并购重组圆满完成

“一家人”“一盘棋”

共同创造井巷公司美好明天

助力集团打造采矿专业化平台

铜都后浪

公司坚持新发展理念

育先机，开新局

人才强企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9月份引进了 294名大学毕业生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思想淬炼、能力锤炼、实践锻炼

为打造现代化铜企业蓄势发力

ERP

仓储系统上线

10月 21日

公司 ERP物资管理（仓储）

系统上线运行

智能化、信息化、高级化

最低量的库存

最快速的周转

满足生产不断变化的需求

仓储物流的精准管理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致敬英雄

公司 87名抗美援朝老战士荣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峥嵘岁月，浩气长存

向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继承抗美援朝精神

建设我们强大的祖国

退管移交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化企业改革

平稳有序完成 18855名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

把好事办好

决胜脱贫

产业帮扶

教育帮扶

消费帮扶

美丽乡村建设帮扶

送温暖帮扶

公司对口精准扶贫地区

全部脱贫摘帽

决胜圆梦小康

炉窑公司成立

11月 20日

大冶有色炉窑公司揭牌

立足国内，放眼全球

下好“先手棋”

打开“突破口”

迸发变革新活力

最亮的星

从一名普通的冶炼工

成长为全国劳模

成为亿万产业工人大军中

令人瞩目的明星

11月 24日

邵志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接受表彰

总书记的讲话

在胸中澎湃

激励着我们

向新的征程进发

创造世界纪录

澳炉安全生产 785天！

刷新炉寿世界纪录

实现了从“三年两修”

到“两年一修”的新跨越

科技自立自强

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绘就蓝图

10月 26日至 29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全会精神领航企业发展新征程

公司党委领导成员作宣讲报告

学习宣贯深入人心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的美好蓝图

激励我们阔步前进

共担共享

2020，

我们在大战大考中锤炼

我们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公司全面完成生产经营目标任务

“十三五”圆满收官

中色大冶

2020，爱你爱你

命运与共

共建美好

2020不平凡的一年

成就不平凡的你

我们向前的每一步

汇聚成祖国前进的步伐

让我们带着力量和希望

与 2020作别

再见，2020

你好，2021

○公司总部 徐芳玲

心灵鸡汤

致我们一起拼过的 2020

�

�

退

休

职

工

吴

南

安

行

书

条

幅

职

工

书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