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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6日晚袁由公司团委主办尧工会
协办的首届青年歌手大赛暨野五四冶先进表彰大会
在公司电影院隆重举行遥
公司党委书记黄希文为晚会致辞袁他希望广大

团员青年牢记历史使
命袁弘扬五四精神袁践行
科学发展观袁 以这次纪

念活动为动力袁开拓创新袁扎实工作袁在企业生产经
营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袁为公司又好又
快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遥
大会对公司 2011年度先进团组织尧 优秀团员

渊团干冤进行了表彰遥古益矿团支部等 2个团支部被
授予野先进团支部冶称号袁机关第一团支部宣传团小
组等 4个团小组被授予野先进团小组冶称号袁刘玉婷
等 9名团干部被评为野优秀团干部冶袁黄位艺等 38
名团员被评为野优秀团员冶遥

表彰会后袁青年歌手大赛在节奏欢快尧动感活
力的舞蹈叶踏鼓击春曳中拉开帷幕遥 18名决赛选手
先后登场袁分别为观众带来了叶潇洒女兵曳尧叶陪你一
起看草原曳尧叶套马杆曳等歌曲袁精彩的演唱令人如痴
如醉遥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袁陈燕萍获得本次
歌手大赛的一等奖袁董均尧欧静获得二等奖袁韦微尧
黎坤林尧罗志杰获得三等奖袁韦春玉尧陈单平组合尧
杨槟光尧梁康尧陈晓健获得四等奖遥大赛前十名选手
同时被授予佛子公司野十大歌手冶荣誉称号遥 此外袁
由 30 位热心观众票选的最佳人气选手由梁康获
得遥

[又讯] 5月 3日晚袁来自集团公司 8个基层单
位的 17名参赛选手参加了集团公司 野十大青年歌
手冶大赛遥公司青年梁康获得三等奖袁并荣获集团公
司野十大青年歌手冶荣誉称号遥 （黄双）

公司举行首届青年歌手大赛暨“五四”先进表彰大会

佛子简讯

怀揣着梦想袁满怀着激情袁他们来啦浴 大学
生尧退伍军人袁这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袁这
是一支刚加入矿山建设的年轻队伍遥 他们热情
奔放袁他们勇于开拓袁敢于创新袁他们在矿山这
片土地上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的活力与朝气袁给
矿山带来新的气息遥
瞧袁在工作最为辛苦的矿山一线袁钻探班尧

驳管班尧轨道班尧修理班噎噎能看见他们年轻的
身影袁他们有着野初生牛犊不怕虎冶的干劲袁有着
吃苦耐劳的韧力遥他们努力学习本领袁提高自己
的技术水平袁在工作中发扬共青团团结一心袁互
相帮助的良好风气遥 沾满汗渍和各种油污的工
作服贴在身上袁笨重的机器设备抬在肩上袁沉甸
甸的操作工具握在手上袁 在相距遥远的工作点
来回奔跑遥 这些袁在年轻人的眼里不在乎袁年轻
的脸上写着的是对矿山建设的决心和对未来美
好的憧憬遥
在野导师带徒冶活动中袁对于师傅的理论授

课尧现场指导以及课题攻关等形式的传导教学袁
他们虚心听取袁认真学习袁牢记于心袁不断地往
自己的空白领域填充袁 以年轻人领会能力强反
应快的优势袁汲取着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经验袁力
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高素质的青年员工袁让
自己在本岗位上早日独当一面遥
青春是一首歌袁 一首旋律高亢而又优美的

歌遥 在矿山上回响的这支青春之歌经过岁月的
荡涤袁经过工作的历练袁汲取了精华袁年轻的朋
友将会把它唱得越来越响亮遥

封梅清

青春之歌
唱在矿山上

一夜袁与几个同事喝了很多很多酒袁说了很
多很多话遥 说矿山袁说青春袁说未来袁说人生袁末
了袁我踉踉跄跄地爬上小山包袁对着莽莽大山干
嚎着那曲叶少年壮志不言愁曳遥岂料袁曲未终袁泪已
下遥

野我最怕半夜三更有电话打进来袁八成是井
下出事了浴 最烦就是等我睡下了才来电话袁有什
么话不能早点说呢钥真折腾人浴冶一位同事半开玩
笑半认真的一句话袁道出了矿山人肩上沉甸甸的
安全责任遥
某个大雨滂沱的午夜袁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响起要要要山上出现了一处山体滑坡袁将恰好在其
下方开路的挖掘机带下到山涧三四米处袁幸亏司
机收工时将铲斗向下撑住了机身袁才不至于发生
侧翻遥当时形势十分危急袁如果挖掘机勉强开动袁
随时有可能坠毁遥我当即提议将粗尼龙绳一头绑
扎住挖掘机袁一头捆在不远处的四棵直径五十厘
米粗的大树上袁矿长同意了这个方案遥 我立刻系
上安全带袁踩着没膝的泥浆袁将挖掘机牢牢地绑
扎好袁在山坡上方挖了几条排水沟袁将雨水引至
远处遥随后袁为保万一袁矿长带领我们在山坡上守
了一夜遥
一年又一年袁我的青春在矿山的奋斗中不知

不觉地逝去遥矿山是艰苦的袁也是寂寞的遥一条泥
路延绵七八公里才到镇上袁矿上的生活设施是简
单的袁住的是石棉瓦加木板盖的简易房子袁喝的
是水沟里接来的山水袁几天不见一个生人袁晚上
只能静听鸟叫虫鸣遥尽管如此袁我不后悔袁因为我
仍坚守着自己的理想遥 受叔父辈的影响袁我对矿
山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遥矿山给我的感觉正
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院野矿业是一个很有霸气的
行业袁是一个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类基础行
业浴 冶遥 因此袁我想有一番作为浴
入职佛子矿业公司袁我知道自己有了用武之

地遥这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公司袁一个宽广的舞台袁
一个可以承载理想的地方遥 同时袁优秀的企业文
化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袁我会用一颗感恩的
心来对待这份工作遥

邓 飞

少年壮志不言愁

青春铸辉煌 献礼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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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袁 我到各车间收集 叶苍冶视
窗曳宣传简报的反馈意见遥当来到烟化炉前袁
我被一个工作场面深深地震撼着遥

野突尧突尧突冶的风钻声从炉内传出袁炉
内有人在作业吗钥这时我看见几个工人正在
忙碌袁他们全身上下又湿又脏袁一台特制的
电风扇对着炉口呼呼直吹袁一问才知道工人
们正在打炉结遥 我退后两步弯下腰袁伸长脖
子往炉内张望袁那小小的炉口长宽大约只有
50厘米左右袁还被铁炉门阻挡了三分之一袁
还有炉口那红红的炉结袁 简直叫人望而生
畏遥 这时迎面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袁让我感到
炙热难耐袁难道炉前工人就如同烟化炉般是
铁铸的吗钥 往炉内看袁只见一把风钻插入坚
硬的炉结激烈地震动着袁以及刚刚撬开的红

红的炉结袁还有那两只叉得很开穿着耐高温
鞋的脚噎噎上面怎么这么黑袁我看不清工人
的上半身啊钥 这时袁炉外的工人赶紧把已撬
开的炉渣用工具刨出来遥哗浴一股水顺着铁
槽把炉渣冲走了袁我退不及防袁被溅了一裤
脚的水遥 我退后拿起相机袁赶紧再次靠近炉
口袁尽可能放低相机袁镜头朝上袁打开闪光
灯袁对焦袁按快门袁终于袁我在相机画面里看
清了那个工人和炉内的局部环境了遥炉内很
窄小袁大约结了两尺来厚的炉结袁炉结下半
部分还在燃烧袁上半部分呈灰黑色袁工人踩
在上面的炉结堆上正埋头打炉结遥我忍不住
大叫了一声野你好冶! 他抬头看过来袁我瞬间
又按下了快门遥
我退到一边看拍的相片效果遥 此时袁炉

内工人在外面工人的接应下袁仰面从炉口出
来袁 小伙子脚一着地袁立即直奔电风扇
前袁摘下安全帽尽情享受凉风的吹拂遥 而其
他工人连忙拉来水管往炉内喷淋了一些水袁
紧跟着又钻进去两名工人继续打炉结遥
我上前与小伙子打招呼袁只见他气喘吁

吁袁满脸通红袁工作服被汗水浸透紧贴单薄
的身体袁全身上下像被水淋过遥 小伙子告诉
我袁他叫莫福奇袁他和全班烟化炉工从早上
8点半就开始打炉结袁每个人在炉内最多只
能坚持 20分钟左右袁因为要赶着生产袁三个
班 12个人马不停蹄轮流作业袁 要在下午 1
点半全部完成炉结的清理遥
在聊天中袁我一次次为冶炼一线工人吃

苦耐劳尧 爱岗敬业的实干精神而感动着袁同
时也为自己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对一线工
人了解得实在太少而愧疚遥他们从事苦尧累尧
脏尧险的高温体力劳动袁他们才是苍梧冶炼
的脊梁袁他们才是最值得歌颂的劳动者遥 见
右图。 贺琼文 图）

好样的，年轻人

有一种情缘袁结下了就无法解开袁
有一种执着袁选择了就矢志不渝袁有一
种耕耘袁付出了就无怨无悔袁这就是他
们对统计工作的真实写照遥

咬定青山不放松
综合统计组作为整个公司统计数

据的重要汇总部门袁 同时也是公司统
计数据对外报送的唯一窗口遥 对内不
仅要做好公司各类生产数据的收集尧
整理尧制表和报送的工作袁对外还要做
好各类统计报表的制作报送工作遥 综
合统计组有 3名成员袁其中本科学历 2
人袁专科学历 1人袁中级统计师职称 1
人遥 综合统计组人员虽少袁 但战斗力
强袁因为他们都深知工作任务的艰巨袁
对于学习都非常自觉遥
小梁是统计组的成员之一袁 从小

就偏爱文科袁理科学得一团糟袁一看到
公式就头晕袁 却阴差阳错地加入到这
个与数据公式打交道的队伍遥 这对她
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袁 然而她并没有退

缩袁欣然接受挑战遥 白天在办公室袁她
把公司历年的所有各类报表都翻出
来袁仔细琢磨各项数据的计算方法袁自
己逐一计算一遍袁 一遍算不出来就两
遍尧三遍噎噎直到算出来为止遥晚上回
到家袁 她又捧起书本自学统计学的专
业理论知识袁记笔记尧抄公式尧背计算
方法袁遇到看不懂的地方记录下来袁一
有机会就虚心向别人请教遥 野那段时
间袁除了学习就是背公式袁有时候就连
做梦袁 梦到的都是那一连串的数据和
公式遥 冶这是小梁回忆当初时说的一番
话遥功夫不负苦心人袁正是凭借这股不
轻言放弃的学习劲袁 小梁不仅很快熟
练掌握了各类报表的制作袁 还积极报

考全国统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袁考
取了中级统计师专业技术职称遥

情系统计不言悔
记得那个寒风萧瑟的深夜袁 小张

突然接到江科长的电话袁 要马上为公
司领导准备一份重要的数据材料遥 小
张二话不说就往办公室跑去袁 这时江
科长尧 陈科长也不约而同地往办公室
赶遥 当小张仔细收集尧整理数据袁及时
准确的制作报表袁 精心为领导准备好
数据材料袁交到江科长手上的时候袁已
是凌晨 3点了遥 这时袁他们脸上露出了
一丝欣慰的笑容袁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家遥 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袁为公司领
导掌握生产经营情况提供有力的数据

信息依据袁哪怕是多么艰辛袁这都是综
合统计组每个成员最开心的事遥

还记得那年的春节袁 年终是统计
工作最忙的时候袁 为了照顾离家远的
小张能赶回家与亲人团圆袁 初为人母
的小梁毅然留下来加班赶制报表袁完
全忘了自己还有 5个月大嗷嗷待哺的
女儿正在等候妈妈回家遥 一直都是纯
母乳喂养的女儿袁 等了一个上午都没
等到妈妈回家袁 已经是饥肠辘辘哭得
声音都哑了袁 婆婆没办法只好带来办
公室找妈妈遥 又困又饿的女儿狼吞虎
咽吃饱后袁 竟然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
睡着了遥 当所有的报表都在规定的时
间内袁准确无误的赶制出来时袁小梁这

才松了一口气遥
恪尽职守苦耕耘

作为一名综合统计人员袁 他们始
终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遥 他们严格遵
守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曳的各项规
章制度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袁坚持依
法统计袁坚决抵制各种统计违法行为遥
一分耕耘袁一分收获遥 在统计组全体成
员的共同努力以及其他部门的协助
下袁 公司连续 3年被评为广西大中型
工业企业联网直报工作先进单位袁先
后荣获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广西冶金
系统统计先进单位称号袁 第一次全国
基本单位普查统计先进单位称号袁广
西重点工业企业统计先进单位称号遥

野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
越冶荣誉只代表昨天袁今天他们将会卯
足干劲不遗余力袁 一如既往地为公司
的统计事业无私奉献遥

梁明艳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要要要小记佛子公司生产技术科综合统计组

荫4月 18日下午袁华
锡集团副总经理廖春图
一行到冶炼公司考察遥廖
春图先后来到冶炼公司
的渣场尧 粗炼车间鼓风
炉尧电解车间提出了考察
意见及建议遥 罗 杰

荫4月份袁 为提升基
层单位的宣传水平尧发挥
舆论的导向作用袁做好员
工的思想工作袁经公司党
委批准袁 古益矿党支部尧
冶炼公司党支部分别出
版了 叶古益矿简报曳尧叶苍
冶视窗曳两种反应本单位
生产建设尧员工生活的简
报遥 （何木兰）

荫4月 20日袁 岑溪
市国土局率领相关人员
到河三矿区进行工作调
研袁 重点对矿区公路尧生
活区的地质灾害进行巡
查遥 （梁胜文）

荫5月 4日袁 河三管
理办组织召开河三矿区
卫生清洁工作会议袁会议
围绕 野改善矿区环境卫
生袁 提高职工生活质量冶
展开讨论袁同时还对新的
清洁工进行岗前培训遥

（梁胜文）
荫古益矿矿建工程

队在 20 中段 01 线斜井
掘进中引进试用履带挖
掘式装载机 渊俗称耙碴
机冤遥据悉袁这种新型的出
碴设备的开挖尺寸为宽
4.5米尧高 2.6米袁适宜 26
度以下爬坡袁装载能力可
达每小时 80 立方米袁在
大断面和斜井掘进中相
对于传统的装岩机优势
明显遥 （邓 飞）

荫5月初袁 冶炼公司
各车间及办公楼安装了
监控网络系统袁所有视频
信号通过光端机上传到
调度中心的矩阵监控袁由
调度中心针对厂区内的
重点场所尧部位进行就地
监控尧录像袁确保安全生
产及安保工作落实到实
处遥 （贺 琼）

荫4 月 10 日尧12 日袁
河三党支部古益矿党支
部分别组织党员尧入党积
极分子尧科室人员共 100
人观看了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电视系列片叶人民的
好儿女曳袁 还开展了学习
讨论活动遥

（梁胜文韦 芸）
荫五一期间袁公司工

会开展了庆祝 野五一冶气
排球等一系列活动遥经过
几天的激烈角逐袁各项活
动比赛已经结束遥佛子矿
区何锦南队尧莫向承队囊
括了气排球男子组前二
名曰韦群队尧于海妃队尧廖
金素队包揽了气排球女
子组前三甲曰获得男女混
合篮球投篮接力赛前三
名的为唐廷杰队尧王静勇
队和黄伟玲队曰在个人定
点投篮比赛中袁 梁群生尧
黄康荣尧李文成尧李孔葵尧
王静勇尧陈庆兰包揽了男
女组前三甲曰 侯文志尧唐
廷杰尧李文成尧黄宁尧黄耀
丽和陈彩芬囊括了男女
组前三名遥

（植鹭翔）
荫5月 4日袁自治区

安监局人事教育处长郑
一率督查小组一行 7 人
到佛子冶炼公司进行督
查遥 先后到电解车间尧硫
酸车间及废渣场现场了
解安全试产状况遥

（贺 琼）
荫 4 月 24 日上午袁

佛子矿业公司在佛子酒
店会议室举办 2012年度
内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的
签订仪式遥 黄保进

荫4月 21日袁 硫酸
车间员工利用氧气底吹
炉转炉侧位换氧枪停机
的时间袁对车间内的部分
设备进行检修遥清理冷却
塔内积泥尧 清理过滤器尧
更换阀门尧 补焊取样管尧
维修三氧化硫冷却风机袁
补焊烟气管道遥 许文辉

荫4月 26日袁 冶炼
公司安环部会同各部门尧
车间安全员开展 野五一冶
节前安全环保大检查遥

（张聪颖）
荫3月 17日 13时袁

冶炼公司制氧站终于成
功出氧袁 氧气纯度达到
99.6%袁符合生产要求遥此
次开车采用液氧反冲进
上塔技术袁大大缩短积液
时间袁节约成本遥

（陈石焕）
荫3月 27日袁 江苏

百斯特公司派专人到我
公司考察指导袁到综合回
收车间讲解脉冲布袋收
尘器的工作原理和进行
现场指导操作流程遥

（梁剑洪）

青春汗水，在车间中挥洒 黄保进 摄

本报讯 近日袁从共青团广西区委尧共青
团梧州市委尧集团团委传来喜讯袁公司团委
被评为 2011年度 野广西五四红旗团委冶袁据
悉袁公司是首次获此殊荣遥此外袁公司团委还
获得了 2011年度梧州市野五四红旗团委冶荣
誉称号袁 古益矿团支部被评为 2011年度华
锡集团五四红旗团支部袁 黄双获得 2011年
度广西优秀共青团干部袁沈兰英等 5人获得
2011年度梧州市先进个人袁 徐晓玉等 9人
获得 2011年度华锡集团先进个人袁 公司青
年唐崇才被授予 2011年度华锡集团 野十佳
青年冶荣誉称号袁杨静连等 15 人获得 2011
年度华锡集团青工野五小冶成果奖遥

据了解袁2011 年袁公司团委以野党团共
建 创先争优冶活动为主线袁大力实施意识增
强尧青春建功尧青年成长尧能力提高四大工
程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袁激发团员青年立
足岗位成长成才遥一是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
意识教育袁坚持以野思想引领为先导冶的工作

方针袁积极开展野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冶党
团知识竞赛袁召开共青团广西佛子矿业第一
次团员代表大会袁举行野缅怀革命先烈袁弘扬
革命精神冶扫墓活动等袁让团员青年健康成
长遥 二是制定野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冶实施方
案袁扎实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尧青工技能比武尧
青工野五小冶创新创效尧深化青字号等活动袁
帮助青年建功立业遥三是推行野推优育苗冶工
作袁开展团支部工作竞赛尧推行团支部目标
管理制度袁按期进行团支部换届工作袁提高
团干部的工作能力袁为党组织储备输送后备
干部的力量遥 四是坚持服务企业尧服务青年
的理念开展党建带团建活动袁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青年文化园活动袁丰富团员青年业余生
活袁促进青年成长成才遥

2012年袁公司团委将继续以广西野五四
红旗团委冶的高标准尧严要求开展工作袁为服
务企业生产经营袁 服务佛子青年做出成绩尧
做出贡献遥 （沈兰英）

四大工程促青年成长成才
公司团委喜获“广西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本报讯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袁华锡集
团团委开展了野高举团旗跟党走冶系列活动
庆祝建团 90周年遥
在 5月 4日上午举行的 野感动华锡窑与

青年的榜样话成长冶 主题访谈活动中袁公司
总经理助理尧 古益矿矿长杨新作为青年榜
样代表接受了现场采访遥 他与观众分享了

作为一名公司中层管理者袁 如何直面企业
危机袁带领公司员工走出生产困境的故事袁
充分展现了佛子青年朝气蓬勃尧立足岗位尧
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遥 上图为杨新正在接
受野感动华锡窑与青年的榜样话成长冶 主题
活动的访谈遥

（黄双 文 图）

矿长与青年话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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