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示促廉篇

■ 你说我说

古益选厂党支部
清理废钢铁

2月 28日，古益选厂党支部组织党员、团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 30人到破碎车间、磨浮车
间 3#磨平台清理废钢铁，大家发扬不怕脏、不
怕累的精神，共清理废铁 33.93吨。此外，志愿
者还打扫了车间场地卫生。图为志愿者在磨浮
车间 3#磨平台清理废铁。 刘玉婷 /摄

服务生产一线清
理大水沟

3月 9日上午，机关第二党支部组织 50
名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义工队奔赴石门矿区
清理疏通水沟，为生产一线铲除安全隐患，确
保雨水季节井下生产正常运行。经过三个半小
时的劳动，把石门矿区周边 3条大水沟 （约
400米）清理干净。

覃雪英/摄

本报讯 2月 22日，是新春复工的第六天，但这一
天冶炼公司厂区的新春气息还未褪去，各大车间门口
红艳艳的春联特别引人注目。冶炼公司创新企业文化
宣贯方式，在这一天举行春联评比活动，各车间员工创
作的 9幅春联参评。
此次参赛的春联均由员工自己创作，自己书写，内

容涵盖了新年祝福、环保愿景、员工福利、车间奋斗目
标等方面。评审小组对春联的内容、结构、价值取向、意

境进行了综合评比。最终，电解车间的“铿锵前行展卓
越显风采炼铅者凝心聚力续写辉煌 砥砺奋进夺高产
创佳绩电解人团结拼搏再立新功”对仗工整、大气磅
礴，充分展示了苍冶人凝心聚力、拼搏进取的精神，获
得评委们的青睐斩获一等奖，综合回收车间与硫酸车
间的春联用恰当的字词反映了本车间的工作情况荣获
二等奖，综合维修车间、粗炼车间底吹炉、动力车间变
电站、质检站、保健饭堂荣获三等奖。 （赵冠雅）

冶炼公司企业文化宣贯出新招

春 联 创 作 争 奇 斗 艳

本报讯 2月 25日，机关第二团支部召开创建学
习型团支部座谈会。18名团员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
智，就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如何创建企
业学习型团组织出谋献策。
会议确定了创建学习型团支部的具体做法。第一，

要深入学习党史党章，领会十八大会议精神，在思想上

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加强学习广龙、CAD办
公软件,不断提高电脑办公效率；第三，学习安全标准化
知识，以利于在矿区安全作业；第四，学习现场急救知
识，如：心肺复苏术、毒蛇咬伤的处理办法等，提高现场
营救技能。 （梁明艳）

学 以 致 用 创 建 学 习 型 团 组 织

本报讯 《佛子矿业》报在
公司员工们的眼中是一个什么
模样，大家对这份报纸又有什
么心声？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报
编辑部于 2月下旬举行了读者
问卷调查活动，在冶炼公司、佛
子矿区、河三矿区以及公司机
关科室等发放了 400份调查问
卷，对关注度、报纸质量、工作
满意度、建议献策等方面进行
了调查。
据 3月 8日回收统计的信

息显示，《佛子矿业》报的关注
度方面，忠实读者占了 53%，潜
在读者占 44%，即 400个受调
查者中，212 人每期必看，152
人偶尔观看。最受欢迎的版面
和栏目方面，新闻版以 46%、综
合版以 35%、生活版以 31%分
别占据前三名，佛子简讯、身边
人身边事、生产快讯栏目分别
以 39%、37%、33%分列前三。
从调查问卷中得出，大家对企
业生产情况、职工文体活动、职
工业余生活方面关注度比较
高，有 70%的人认为 《佛子矿
业》报质量的在稳步提高，但员
工为《佛子矿业》报投稿的比率
比较低，62%的人没想过或不
会投稿，投过一两篇的人有
28%，每月必投的人仅占 6%。
在佛子矿业网观看电子版方
面，经常看的仅占 3%，很少看
的占 34%，其余 63%的人没听
说过或不知道怎么下载观看。
《佛子矿业》报对职工群众在工
作和生活发挥作用方面也不容
乐观，认为很有作用的仅占总

数的 24%，一般的占 60%，觉得没有作用的占
16%。
综合问卷调查得出，大家对《佛子矿业》报的

期望很高，但报纸定位和质量还需进一步研究与
提高。很多读者还提出了适当减少领导视察类文
章比重，增加基层生产类新闻作品，增设知识技能
栏目，以及改变浮夸空虚文风等等建议。《佛子矿
业》报编辑部表示，接受员工群众批评建议，根据
党中央改文风改作风的要求积极进行改进，提高
稿件质量，办一份具有佛子特色的、我们员工群众
喜爱看的企业报。 （邓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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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员工认为，廉政学习主要是党
员、领导干部的事，与普通员工关系不大。
其实不然，每位员工都要加强读书学习，
不断树立职业道德思想，增强道德观念，
做到廉洁从业。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就不会去干好本职工作，心思也
不会放在企业发展上，而是会想方设法如
何为自己捞好处，见利就图，有乐就享，这
样最终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企业。
《论语·述而》中说：“德之不修，学之

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君忧
也。”说明了做人根本，就是修身养性。有
一句话说得好：爱金子的人，在金子面前
就是弱者；好名的人，在名誉面前就是弱
者；爱权的人，在权势面前也就成了弱者。
人只要是被外物奴役，就必定迷失心性，
丧失理智，这就无异于陷自己于牢笼！人

是有欲望的动物，要彻底摒弃物欲是不可
能的，可我们千万不能被物所制，所累，所
羁绊！
俗语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

识，非学无以立德”。我们工作再忙，也要
以“不厌不倦”的精神抓学习，让学习成为
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一种高远的精神境
界、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要结合 “公司
开展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创先争优”活
动、“节能降耗”活动、岗位培训等加强廉
政学习，提高廉洁从业意识，认真学习法
律法规，学习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本
职岗位上廉洁自律。
我们虽然是普通的员工，但要在普通

的工作岗位上，加强读书学习,明白自己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争取做个廉洁从
业的好员工。 (梁胜文)

读书学习，做个廉洁从业好员工

近日，与家人一起观看了广西综艺法
治最前线《狱中面对面———局长落马记》
的廉政警示教育片，该片主要讲述是主人
公原广西百色市交通局副局长王志恒自
身的堕落历程，进入监狱劳教后的悔罪表
现。
王志恒，曾经是前途无限，有着幸福

的家庭，但却经不起金钱、朋友的诱惑而
搞权钱交易，收取巨额贿赂，最终于 2006
年因贪污、受贿罪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 14年。
为什么一个原本清廉的官员会逐渐

走向腐败堕落呢？我觉得有两点：首先，
缺乏监督机制，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个人，
缺乏民主监督和独立的廉政调查部门，造
成手握实权的官员可以把职权变为特权
而为所欲为。其次，思想不坚定，随着职

务的不断升迁，官员对手中的权力产生了
错误的认识，认为有权就会有钱，有钱就
能享受一切。主人公原来也是个工作认真
扎实清廉的官员，随着业绩的提升除了能
得到上级鼓励外，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奖
励，产生了扭曲的心态，他的一句话：“我
从县局里的一把手调到市局做副手，就是
对我工作业绩的贬低。”道出了贪婪的个
性。
通过接受警示教育，我认识到反腐倡

廉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以在工作中我们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处理好权
力与职责的关系。通过读书、警示等方式
强化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在工作中要增
强自律意识，清廉实干，避免短话长说，提
高工作的高效性，做个一心一意为人民服
务的好干部。 （覃 勇）

昔日清廉官员今日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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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听到外地的一位大学生谈起了一件让
他非常难忘而又让他非常感动的事：两年前，由于
工作的需要，他被派到矿山工作了两个月。矿山人
的热情让他很快适应新环境并很快融入到这里，在
这期间他认识了挺多矿山人。有一次，他和一位矿
山老师傅聊天，闲聊间，他谈起了一件令他非常苦
恼的事，原来他一直患有脚疾，花了好多钱，用了好
多药还是没能治痊愈，以致于令现在出外工作了还
被脚疾困扰的他苦不堪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番话，被老师傅听

到心里去。老师傅心里还暗暗称巧，原来他刚好有
一道偏方是治这种病的。老师傅小时候也长过这种
脚疾，后来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用到这道偏方，
结果就治好了。从此以后，凡是遇到这种类型的症
状，他都毫无保留并很热心的告诉别人药方，至今

治愈了好几个人。当他听完大学生的话后，不但把
这个偏方告诉这个大学生，还帮他把药找来，帮他
治好。每次说到这，这个大学生就特别地激动。他说
矿山人的美好形象将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而热心
肠的矿山老师傅也将让他永远铭记在心，以后只要
有机会，他也一定会像老师傅那样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老师傅这种助人为乐，

这种在他人遇到困难时，能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
助，为他人排忧解难，正是雷锋精神之所在。在我们
身边，其实也不乏其人，他们常怀一颗慈悲之心去
帮助别人，他们发自内心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流动在
我们周围，给予别人“雪中送炭”般的关怀，默默地
传承着雷锋精神。 （封梅清）

矿 山 老 师 傅 的 一 道 药 方

每年 3月 5日前后，公司党委都会
组织各个党支部开展学雷锋活动，扫街
修路、搞卫生、医疗服务、便民服务、植树
造林美化矿区等活动深得职工群众的称
赞。可也有个别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
搞形式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学雷锋，最多
也不过是“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在我
们公司学雷锋活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开展的党员志愿者活动，义工

服务矿山活动，导师带徒活动，送温暖活
动，慰问孤寡老人、生病员工，为患病职
工、失学孤儿捐款，献血、让座等等是不
是学雷锋活动？工作中的加班加点，老师
傅为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新员工进行技术
指点、学习生活上的照顾，年轻员工帮助
年老员工分担体力劳动等小事算不算学
雷锋？我想，这些应该都是雷锋精神的体
现。
不过，我们对学雷锋的理解不能只

停留在做好事上，而应该深刻地去理解
雷锋精神的实质，去学习雷锋的奉献精
神、“钉子”精神 、“螺丝钉”精神、艰苦
奋斗精神。学雷锋活动不能空喊口号，雷
声大，雨点小，而应重在行动上，我们要
经常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践行了雷锋精
神。比如在公司倡导节能减排、关注环保
等活动中是否立足实际践行了雷锋的
“勤俭朴素、厉行节约”精神；结合岗位
职责和技术技能要求，检查自己是否做
到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认真学习
了雷锋的“钉子”精神，深入钻研技术，
学习业务，提高了自己的技能素质。

我们学习雷锋精神，应体现在自己
的具体行动中，要紧密结合单位实际，不
断创新途径办法，丰富活动载体，将“雷
锋精神”融入到学习生活、生产工作中
去，使学雷锋活动更有时代感、吸引力，
不断向深度广度发展。

学雷锋也要创新
梁胜文本报讯 公司党委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把创建“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党”组织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其中，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是公司
党委创建服务型党支部的有效途径。2月 28日，古益选厂党支部组织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践行雷锋精神”为主题的党员志愿者活动，拉开了公
司 2013年党员志愿者活动的序幕。

3月 2日，机关第一党支部开展了“学雷锋”进社区活动。（见右图）
大家扫楼梯、拖地板、清理小区垃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小区群众服
务。3月份，河三、古益矿、冶炼公司、机关第二党支部将陆续在矿区和厂
区开展植树造林、除废利旧等活动，至此，公司 2013年党员志愿者活动
全面铺开。
目前，公司党委组建了 24个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设立了 6个党员

志愿者服务点，在册党员志愿者有 246人。党员志愿者根据自身特长，
利用业余时间，为职工群众开展各项服务活动。 吕岳阳 图 /文

争 创 服 务 型 党 组 织
公司 2013 年党员志愿者活动全面铺开

“现在又兴起做义务了，我的六七十
年代那只时候经常下班后要做义务劳
动，河三那帮老职工都知道河三的电影
院、红卫大楼、探亲房……好多都是我们
做义务建成的……”
“这几年又见搞些义务劳动了啵，听

我崽讲他们选厂上周搞搬运废铁的义务
劳动……”
“是啊，我媳妇又讲，她们这周要上

冶炼义务种树……”
“年轻人多做点义务是好的。”
“老梁，我又想起我们那个时候下班

连饭都没吃都去参加义务劳动了。”
“我的家属也不是去，几落力（很卖

力）啵……”
“他们搞搞楼道的卫生，我们那栋楼

不但干净了，现在大家也自觉了不少，乱
丢垃圾，乱吐痰的现象少一些了。”
“是啊，我们那栋楼也比以前干净了

……”
一群在小区树荫下休憩的老人看见

一支部的党员志愿者在各楼道搞卫生，
又忆起了当年。
“你帮擦擦楼梯扶手，我们拖地啊。”

“哦，阿爸，我从我们家八楼的楼梯扶手
擦起啊。”总工办莫工把自己上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从家里叫出来，一起参加我们
的志愿者活动。莫工说：“今天刚好是周
末，我抓他来干点义务劳动。”“现在的
父母溺爱孩子的太多了，什么劳动都不
让孩子干，自己都包办了，孩子就会越来
越懒惰，什么劳动都不会干。”“我从去
年开始，就要求我儿子每周扫一遍这栋
楼的楼梯，我不管他扫不扫得干净，我要
先培养他爱劳动的习惯，现在在家里他
也会帮我们洗洗碗做点家务了。”“阿
爸，老师讲 3月 5日是学雷锋日。”“嗯，
小朋友，每天都是学雷锋日。”
看着莫工父子俩一边说一边扫的情

景，我不禁想：我们的党员志愿者活动开
展 3年多来，不但为社区、矿区、职工的
生活、公司的生产做了许多义务劳动，它
还在慢慢地传播着一种正能量，这种正
能量呼唤雷锋精神的回归，这种正能量
延续雷锋精神，这种正能量让党员的形
象更高大，这种正能量值得我们汲取，我
们要释放这种正能量。

志愿者活动传播正能量
何木兰

河三党支部
清理道路水沟杂草

3月 5日，河三党支部组织 33名党员分别
到红山河生活区至医院路段、河三选厂大破碎
车间旁的水沟及地坪清理路旁杂草、垃圾，共
清理路段 500米。

罗 宪 /摄

本报讯 3月 14日，从华锡集团党建工作会议上传
来捷报，公司 2012年度党建工作荣获多项集团等级奖。

在 2012年度组织、宣传工作中，邓杨瑞被授予华
锡集团“优秀宣传员”荣誉称号，何木兰、吕岳阳、贺琼被
授予“先进宣传员”荣誉称号。而在 2012年集团公司“佛
子杯”新闻征文比赛中梁剑洪凭《“银娃娃”诞生记》获得
一等奖，何木兰《“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落户佛子》
获三等奖，覃雪英《他是我们兄弟》获优秀奖；在“我最喜
爱的一本书”征文比赛中吕岳阳作品《遇见一本好书》获
三等奖，严媛《美的失败者———〈读老人与海〉有感》、唐
廷杰《一个送信人———读〈把信送给加西来亚〉有感》、封
梅清《我爱〈五色石〉》获得优秀奖；“华锡文化”征文比赛
何木兰《佛子扎实开展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梁胜文《理
性对待函授》、邓杨瑞《佛子全面铺开“银色”企业文化宣
贯工作》荣获优秀奖；“感动华锡”人物通讯征文比赛梁
明艳《愿作云彩绘蓝天》获三等奖，张聪颖《冶炼开荒牛》
获得优秀奖；“高峰杯”安全征文比赛周华培《佛子古益
矿无线系统投入使用》获优秀奖；“铜坑环境杯”征文中
覃雪英《佛子多渠道寻找节能空间》获得三等奖；“我与
华锡”散文征文中严媛 《投身华锡即为家》获优秀奖；
“215杯”图片征文中韦芸《佛子公司古益矿 40 名党员
为工友黄儒金献血》荣获三等奖。

2012年度华锡集团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优秀论文
及心得体会比赛中，黄希文获二等奖，杨守涛获三等奖，
安剑刚、黄汉波获优秀奖。在 2012年度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优秀论文评审表彰中，何木兰获二等奖，梁胜
文荣获优秀奖。
公司荣获华锡集团 2012年度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

工作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人口和计
划生育目标管理先进单位。此外，陈锋训、邓海良获得综
治工作先进个人，黄彩莲荣获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董
锦莲荣获计划生育工作积极分子。

近日，梧州市总工会表彰了《梧州工运》优秀通讯
员，公司 5名通讯员获奖。其中，陈洁瑜荣获优秀通讯员
二等奖，何木兰、邓杨瑞、植鹭翔荣获优秀通讯员三等
奖，陈洁瑜、黄德升的文章《我就要四两拨千斤》荣获
2012年度全市“五一新闻奖”。
此外，公司公布了 2012年度公司宣传工作先进的

单位和个人表彰决定。其中，获得先进集体的是机关第
一党支部、冶炼公司党支部、古益矿党支部、河三党支
部；获得优秀宣传员个人的是邓杨瑞、贺琼、唐廷杰、吕
岳阳 4名；获得优秀通讯员的有梁明艳、黄德升、陈洁
瑜、罗宪、封梅清、邓飞、严媛、张聪颖、梁华、徐敏霞、黄
双、刘炜、林江彪、杨槟光 14名。 （杨丽贞陈洁瑜）

公司党建工作荣获多奖项
佛子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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