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参加工
作的。当时领导和老工人经常语重心
长地对我们说：矿山建设是一项长期
而艰苦的工作，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需
要，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我们要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把我
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强国，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年轻人的身
上！这些话语让我热血沸腾、记忆深
刻。

2011年，我符合了退休条件，到
公司相关部门办完退休手续，脱离了
近 35年的矿山工作岗位。这时候，我
开始认真思考，退休意味着什么？我认
为，退休是对长期劳动付出的奖赏，是
劳动者宁静的归宿，不用上班也有钱

拿；退休又是奉献者的无奈和遗憾，时
间不由人———老了！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虽然没有
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没有辜负
老一辈对我的期望，我刻苦努力做好
每一天的工作，就像我们的前辈和同
事一样，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为矿山
建设贡献了一生的力量。现在退休了，
我也意识到，退休是国家和社会对劳
动者的高度重视和爱护的具体表现，
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是劳动者的
光荣，是我们劳动者获得社会福利的
最高享受！退休了！我们要感谢国家和
企业对我们的关怀，要遵纪守法，做社
会和谐稳定的推动者。

(黎菊耀)

感 慨 退 休

为了帮助员工深化对
企业文化的了解，使企业文
化真正融入每一个员工的
思维和行为，帮助企业和广
大员工健康成长。

继 8 月 “ 勤 奋 务
实———华锡之本”话题后，9
月《佛子矿业》报将继续开
设“企业文化”大家谈栏目，
请广大职工以“开放进取—
华锡之道”为题，解放思想，
立足公司真实情况，自由结
合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
中关于“气度”、“融合”、“好
学”、“改变”的解释和要求
进 行 大 讨 论 ， 字 数 以
300-500字为佳，投稿邮箱
为：

fzckd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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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需要勤奋务实
企业的生存之本在于创造价值，而

创造价值的前提是辛勤劳动。于个人而
言，勤奋工作乃是为自身创造价值；对整
个企业来说，员工的勤奋务实是企业创
造效益，追求业绩的基础。如果一个企业
的员工都懒懒散散，人浮于事，这样的企
业毫无生机，竞争力低下。员工唯有时刻
保持奋发向上，勤劳实干的精神，企业才
能良好运作，才能创造巨大效益。也唯有
勤奋务实，方能激发个人的机智与潜能，
方能体现企业的活力与精神！勤劳务实
是华锡立足于有色金属大产业、大市场
的坚实根基，是华锡巩固成果、开拓市场
的强大动力，以此为本，才能屹立于市场
经济的大潮之中。 （贺 琼）

2.实干是企业的灵魂
理想和实际总是有很大的差距，理

想需要我们付出，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
奋斗，才能有硕果。实干是我们每一个人
的成功之路，实干精神是企业的灵魂。
事不做则已，做则做到底，做得更

好。我们必须有颗执著的心，才能把每项
工件从设计、焊接、打造、校正到成品做
到最好。黎矿才师傅就是一位踏实肯干
的老师傅，常常大家都去吃饭了，他还拿
起别人焊好的钩子，仔细地端详着，过了

一会，把那些钩子全部搬到车间夹具桌
上，一个个进行校正。每个钩子的弯度合
适了，他才去食堂。如果我们企业的每个
员工都像黎师傅一样低调做事，对过程
一丝不苟，对结果不打折扣，公司一定会
取得很好的生产效益。

（胡晓霞）
3.冲破桎梏 勇于求索
韩非子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期修

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意
思是说，古代圣明的人做事总是根据当
前的形势而采取措施，并不效法古人，墨
守成规。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真知灼见
一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除
了勤奋做事，还需要勇于冲破旧观念的
桎梏，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
敢于求是的精神，前人做出的不一定就
是定理，因为前人的眼光会受到当时条
件的限制。时代在变，世界在变，科学技
术也在变，只有善于变通改进、主动求索
才能突破陈规，找出事物的真相。在工作
中，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敢于表
态，敢于作为，不要唯唯诺诺，随声附和，
做到有话敢说，有好的意见要提出来，别
妄自菲薄。 （梁 华）

4.企业需要实干精神
“愚公移山”的故事众人皆知，“愚

公”凭借着自己的一份毅力与执着，坚信
终有一天能把高山磨平，他的这种“实
干”精神得到了后人的称赞。相反，战国
时期的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以致 40
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直
至灭亡，此乃误国之鉴，发人深省。我们
从中得到启示，凡事只有通过实干，才能
成功。

我们大多数员工都在矿区基层工
作，基层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基层正是
长见识、长阅历、长经验、长才干的“风水
宝地”。要知道，离开了基层长期的艰苦
锻炼，即使将来跨入更高层次的工作岗
位，也不可能完全具备适应和驾驭各种
复杂工作的能力，不可能在新的领域成
功地打开工作局面。如果放弃了实干精
神，也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

（梁胜文）

5.勤奋务实 从业之道
“勤奋务实”四字之涵义，超出了大

多数职场人一般的认识范畴，恐怕没有
见过血淋淋的事故场面的人是难以理解
的。矿山行业存在物体打击、坠落、气体
中毒、触电、机械伤害等生产危险，作为
一名负责生产一线现场管理的施工员，
最需要勤奋务实的精神。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施工员，忘我的

工作态度不可或缺。现场管理要求勤思
求是，以设计图纸为基础，但不盲从，切
忌“纸上谈兵”。每项工程开展前要仔细
对照图纸并实地考察，重点掌握采空区、
破碎带的相关情况，特别对涉及行人安
全、通风安全等技术问题要勤于思考，如
有异议及时反馈。现场管理要求实干，对
过程一丝不苟，对结果不打折扣，切忌
“走马观花”。因为安全无小事，往往一点
小的疏忽或麻痹大意，都有可能酿成惨
剧。如采场拆石是否到位、是否平衡出
矿，天井平台的横板是否结实，装岩机电
缆是否磨损、缓冲弹簧是否完好等等，这
些诸多的生产环节都要监管到位。对于
当场处理不完或临时处理不了的安全隐
患，要随时动态跟进，必须有个整改结
果，而不是口头交代几句或者记上交班
簿就了事。
勤奋务实，让企业安全生产，让工友

们安全回家，这是我的从业之道。
（邓 飞）

6.勤劳务实是矿山人的品质
勤劳务实是工作的一种态度，佛子人

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遇到过找不到矿
体的时候，遇到过内外交困的岁月，但佛
子人勤劳务实坚持不放弃，勤劳务实是
企业发展之本。

在技改前，红卫矿的运输道路早就
年久磨损了，工人们靠修修补补过日子，
拉矿时矿车经常出轨，弄得一身汗水一
身泥巴。工人们也不怨天忧人，也没有向
上级等、靠、要，而是用自己的智慧、自己
的双手把一双短铁轨做成导轨，当矿车
一出轨时就用上它，把矿车扶正。那双短
铁轨陪伴运输班工人走过了困苦的岁
月，工人们还戏说“那是一双全矿人吃饭
的‘铁筷子’呀”，这就是矿山人勤劳务实
的精神品质。 (卢宗坤)

7.勤思，写出有新意的文章
没有新意的文章，会让读者在阅读

的时候有抵触情绪。作为一个基层通讯
员来说，要勤思考，写出有新意的文章，
才能发挥好宣传的作用，使企业文化收
到实效。
你是否对《佛子矿业》报中的《描绘

双线人生》这篇文章还记忆犹新，这是作
者根据矿山人都熟悉的一条运载矿石的
铁轨道，发挥联想，让人们明白轨道的约
束作用，告诫人们不要超速行驶，要顺着
轨道的既定路线稳步前进，描绘出属于
自己的双线人生。一件很平常的事物，通
过作者大胆的联想，给事物赋予不平常
的意义，就是一篇别出心裁的好文章。创
新就像一粒种子，它的土壤是雄厚广阔

的思考空间，我们都非常期待创新所带
来的惊喜。
基层通讯员要勤于思考，从多种角

度去写出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
实际的文章，用自己细腻的心思去打动
读者的心，让企业文化真正走进基层，成
为有源之水。

“嘟嘟嘟，哒哒哒……”嘈杂的凿
岩机打眼声回荡着，“嘀嗒、嘀嗒
……”水雾源源不断地喷洒在凿岩机
和安全帽上，“这个角度稍微有点偏
差，应该调高点……”“手腕的力要均
匀，定住钻机的杆，瞄准了方向再开
动机关按钮……”师傅明亮浑厚的声
音不时传来，这是古益矿 260坑口井
下 60中段一个职工掘进队在工作面
上的一幕。

2011年 7月份，公司为了适应
生产需要，招聘了 50多名在部队经
过特训的复退军人到古益矿生产一
线参加工作。公司领导班子为了稳定
井下采掘作业队伍，打造一支技术过
硬、能运用现代机械来为重点工程开
展工作的新型队伍，培养得力的井下
管理人员，专门挑选了 32名身强力
壮的小伙子组成一支掘进队，作为公
司现代矿山建设的生力军。

经过部队特别训练过的这批复
退军人，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对事业
充满了憧憬与梦想，他们平均年龄 25
岁，是名副其实的“80 后”职工掘进
队，他们骨子里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
韧劲，“吃苦我们不怕，我们在部队里
吃过的苦还少吗？”话虽如此，然而，
万事开头难，在完成新进员工岗前安
全教育培训后，年轻的小伙子们开始
了井下掘进作业的学习。为了能让他
们能够熟悉掌握井下掘进的技术技
能，古益矿抽调在其他岗位工作的掘
进经验丰富的师傅为他们开展专门
的培训学习。

打炮眼是掘进工作的入门操作
技术，拿起钻机的时候，必须要瞄准
固定的点，拔下按钮，用手腕定住钻
机，把握好力度才行。掘进队员甘文
杰很坦然地说道：“如果当天的钻机
好的话，一天可以凿多一些进尺呢。”
他们最不想也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打
钻的时候遇到夹层和断层，有时候钢
钎被夹层或断层夹住，便无法进行打
钻，这会使他们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把钢钎拉出来的工作上。井下
作业环境异常艰辛，空气流通不顺

畅、湿度大、闷热,但是他们还是坚持
完成当天任务后才出井。
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高难度掘

进技巧、高负荷的体力劳动让部分员
工望而怯步，直至今年 2月份，32名
队员中只有 19人坚持了下来，矿领
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矿领导班子
采取了多项措施来稳定住这支队伍，
他们为这只掘进队员改建了比较舒
适的宿舍，配置电视机，拉上网线，经
常到他们中间了解心声，关心他们的
生活，工作上遇到的难题都尽能力为
他们解决，鼓励他们坚持刻苦学好技
术，还让他们轮流到工程队掘进现场
去积累经验、增加见识，让时间和经
历来磨练他们。
光有劲儿不行，还要有技术才能

当个称职的好工人。经过师傅们的悉
心教导和掘进队员的勤奋学习、实
践，他们的工作技能日渐提高，工作
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也能及时处理。
最近几个月平均每人掘进米数分别
为 2.7米、3.5米、5.3米、6.7米。也许
这些数据不是很惊人，但是每一点进
步，都是他们辛勤汗水的见证。而且
他们做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的目
标。
说起这支队伍，古益矿矿长杨新

肯定地说：“职工掘进队的工作环境
是非常艰苦的，有 19人能一如既往
的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了，说明他
们能吃苦耐劳，是矿山建设的生力
军。”
坚守与奉献是他们的职责，干一

行爱一行是他们的风格，选择了就没
有怨言、没有后悔，这就是我们的年
轻掘进队员。坚忍不拔的性格，让他
们从来不懂得什么叫退缩；对工作的
那份执着，让他们在那块属于自己的
战场上，奋力拼搏。每一厘米的进尺，
都是一次全新的跨越；每一颗汗珠的
挥洒，都折射出每个幸福的瞬间。如
铁的意志，将促使他们不畏艰难地一
次次追求技术的进步。

(韦芸 唐廷杰)

向岩石深处挺进
——— 记 古 益 矿 职 工 掘 进 队

环北部湾学习广西精神
8月 4日、13日，公司党委先后组织两批党员开展环北部湾红色主题教育活

动。参加活动的同志均是 2010～2012年度的创先争优十大先锋和 2011～2012年度
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参观了自治区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韦拔群纪念馆、
钦州孙中山塑像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新城和港口，学习“团结和谐、爱国奉献、
开放包容、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铭记服务宗旨，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创先进争优秀促发展。

上图为党员们在韦拔群纪念馆前合照。 何木兰 /文 邓杨瑞 /摄

公司党委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参观广西特委旧址、中山纪念堂
7月 29日，冶炼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预备党员 43人赴梧州市广西特委旧址和

中山纪念堂开展红色革命传统主题教育活动。
广西特委旧址是广西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机关所在地，被列为广西爱国主义

教育之地。在解说员的引领下，大家参观了中共梧州地委、广西特委旧址陈列馆。在
陈列馆，全体党员干部在党旗前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还前往梧州中
山纪念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

上图为党员们正在中山纪念堂参观。 贺 琼 图 /文

我家阳台上有几个空盆，原先也种了不少东西。记
得小时候外婆在矿里居住时，还栽种过草莓，每每到草
莓成熟的季节，我会呆呆地趴在阳台上，盯着那绿叶中
结出的小果实，像虔诚的教徒祷告般，盼望着、守候着那
小果实由淡绿色变成粉红色，最终熟得把枝条都坠下腰
来时，便满心欢喜地摘一颗，放在嘴里咬上一口，觉得那
是世界上最香甜的味道。如今外婆搬到县城居住后，阳
台上原先种植的花和菜由于无人打理，也就“香消玉殒”
了。

看着只剩下黄泥的花盆，整个阳台只有一股萧瑟的
味道，毫无生气。此时，心中有股冲动，想在阳台上种点
什么，但转念一想，自己从没种过东西，害怕养不活，看
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生病枯萎是件难受的事，心中打起了
退堂鼓。与同事说起此事，同事鼓励我先种一些易活的
蔬菜，只需注意浇水、施肥即可。

我最终决定尝试一下。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把
阳台上的花盆一一搬下来，用小铁锹给它们松土，然后
浇上水，把菜籽往里面一撒，再把它们搬到阳光能照到

的地方，就大功告成了。从播种的那天起，我就念念不忘
“我的菜”，下班后总是第一时间到阳台上看看它们，捏
一捏泥土够不够湿润，需不需要浇水，如此忙活了一个
星期，终于有收获了，看着从泥土中冒出的星星点点绿
芽，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从那以后，我更勤快地给它们浇
水、施肥了，还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刮大风下雨的时
候，要把它们从阳台的栏杆上搬下来，生怕大风会摧毁
它们小小的生命。到了出太阳的日子，又把它们搬回栏
杆上，让它们充分吸收阳光。一个多月过去了，小小的幼
芽长出了绿绿的菜叶。这段时间，我天天照顾它们，就像
朋友似地关注它们，每次下班，到阳台上侍弄一下这些
菜苗，让脑袋休息下来，做些体力活儿，不仅心情舒畅，
更有益身心，难怪古代的文人墨客有“性本爱丘山”的志
趣，我虽不能脱离这世俗的身份，去过着那“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阳台上的这一抹绿，至少也能
让自己有“复得返自然”之感受。 (刘玉婷)

我家阳台的小菜苗

记不清自己是何时爱上了那抹红，爱得如痴如醉，
爱得魂牵梦萦，爱得无法自拔。为了心中的那抹红，我不
断地努力向前，从未停止追寻的脚步。
我与那抹红结缘归根到底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

我最敬爱的外公。外公不仅是一名退伍的军人，还是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一名对大山有着别样情愫始终
不离不弃的老矿工。儿时的我特别爱黏着外公，老是缠
着外公给我讲他的故事。他有一个八宝箱，里面装着的
全是他视如珍宝的宝贝。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外公
的八宝箱时的那一幕，那时的我就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
大陆一般雀跃不已，特别有成就感。只见外公小心翼翼
地打开八宝箱：哗，全是红彤彤的荣誉证书，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工作者、二等功奖章等应有尽有。还有一枚小小
的、上面刻着镰刀和铁锤的党徽。外公摸摸我的头说：
“艳儿，这枚就是党徽，它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份的象征。
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
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我似懂非懂的对外公说了一句：
“外公，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共产党员。”外公高兴地

笑了起来，还夸我是好孩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便与那抹红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我比以前更爱黏着外公了。只要有机会，我就

会缠着外公，让他给我讲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外
公的口中，我知道了：1921年在风雨如磬的旧中国，诞生
了中国共产党。于是，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红色旗帜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中华大地迎风飘扬。中国共产
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从稚嫩走向成熟，由弱小变得强大。
她经历了初创时的艰难、北伐战争的考验、抗日战争的
硝烟、土地革命的洗礼，还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
放等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次次面临历史的重要关
头，又一次次实现历史性的选择，把全民族和全社会的
力量凝聚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而团结奋斗
……当我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越是深刻，我对那抹红就
爱得更加深切。

上学后，我不断努力，终于光荣的加入了少年先锋
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可是，这些都还不够，离我心
中刻着镰刀和铁锤图案的那抹红还有好远的距离，我从

没有放弃！我依然满腔热忱坚定不移地迈开追寻的脚
步。当我遭遇失败和挫折时，只要想起那抹红就会重新
获得力量。当我再度回到当年外公奉献了自己宝贵青春
的矿山工作时，面对地处偏僻的大山、艰苦单调的生活
环境和轰鸣不断的机械声，我曾经彷徨，曾经迷惘，曾经
想要当逃兵，就在那时，我又想起了那抹红。我的心底有
个声音在不停地呼唤，我仿佛又听到了外公的声音：想
要当一名共产党员，除了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之外，
还要有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于是，我毅然选择留
下来，继续追随外公当年的足迹，为这片曾经养育了无
数大山儿女的矿山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无怨无悔地挥
洒自己的青春。
“苦心人，天不负！”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91周年

举国同庆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举起右手在鲜红的党旗下
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幕，我深印脑海终
身难忘；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同时仍有一丝伤
感挥之不去。因为：我最敬爱的外公，他已经离开我整整
25年了。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此时此景，再也无法与
我一起分享此刻的喜悦。但是，我依然相信外公一定会
感到欣慰：当年像跟屁虫一样的我不仅长大了，懂事了，
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漫步人生路，只因一路上都有那抹红如影随形伴我

前进。我想：只有竭尽我所能，不断努力勇往直前，才能
让心中的那抹红永不褪色！

（梁明艳）

追 寻 心 中 那 抹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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