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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与作风、文风紧密相连，是党风的体现，好的
作风、文风、党风、政风，均关系到我们党的光辉形象，
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学
风建设，这一段时间以来，全党对改进作风、端正学风
形成了共识，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气象。当前，我们

的企业也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聪明的读者们，你发
现了我们身边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本期话题以
“转作风 改文风”为话题，题材角度不限，请大家发
散思维参与讨论。来搞邮箱：fzckdb@163.com，字数不
限。

“话题大家谈”下期话题介绍：

转作风 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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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是井下生产的命脉，我们不敢马虎
野井下供电不正常那是一片漆黑袁可见对矿山安

全工作有多么重要袁我们真不敢有丝毫放松遥我们全
班兄弟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袁 明确自己的责
任所在袁不能马虎对待工作浴 冶
电力是井下生产的命脉袁 电工班的责任就是维

护好这条生产命脉遥年轻的电工班队友们袁他们拥有
炽热的敬业精神袁接受了矿里给予的各种任务袁没有
怨言袁 有的只是欣然接受任务的本能遥 井下电线旧
了袁他们去更换去维护曰电梯出现故障了袁他们不分
昼夜去检查维修袁不让员工徒步爬斜井袁不让材料运
不到井下遥

脑力体力劳动强度大，我们能经得起
野井下电工是消耗脑力尧 体力非常大的一种职

业袁 我们班要负责井下 100多个工作面的线路尧7个
中段尧8台绞车尧4个水泵站尧空压机站尧 10多个硐室
的供电等袁点多面广袁环境变化大袁常常是刚做完上
个中段的工作袁又得跑到下个中段去工作了袁一天在
井下从上至下走五六公里是常有的事遥 冶电工班班长
张享宁说遥

2010年袁 公司要求古益矿井下要达到国家安全
标准化三级标准袁 电工班必须在 3个月内完成 3个
中段尧5个斜井尧8大绞车房尧空压机房尧2大水泵的线
路整改任务遥 时间紧尧任务重袁他们毅然放弃休班和
年休假袁全班人员一起加班整改电路遥 那段日子袁他
们一个月只休息 4天袁别人在休息的时候袁他们却在
深井下埋头苦干遥几个月下来袁电工班人员出勤天数

是其他班组的两倍多袁工作量是别人的 3倍遥就是这
样一群可爱的年轻人袁 他们为 2010年 11月份古益
矿顺利通过金属非金属矿山三级安全质量标准化验
收立下汗马功劳遥

节能降耗，我们创新举措
野节能降耗袁科学发展冶遥 电工班积极响应公司的

号召袁创新服务举措袁开展节能降耗遥
井下白炽灯和部分荧光灯电能消耗大尧 发热温

度高尧亮度差尧寿命短尧维护费用高袁特别在井下潮湿
的环境中袁更易损坏遥 电工班员工勤于思考袁创新井
下节能用电遥 2010年袁他们在井下 260中段实施野绿
色照明工程冶袁安装节能灯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袁
实现节能灯具的安装和中段线路合理布置袁 将 260
中段共 4200 米长的主运输巷道上所有的 100W 白
炽灯袁替换为 40W的节能灯袁仅此项工程就为公司
节省近 11.2万元遥 2012年古益矿井下各中段主道也
逐渐推广使用节能灯袁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袁年节
约电费近 20万元遥
电工班在一次次设备技改中不断地交流学习袁

在节能降耗活动中做出了贡献遥2012年袁电工班在实
践中用空压机电驾操作代替了老式启敏启动袁 并改
为请启动袁有效地减少了空压机的损坏率和维修率袁
这一创新方式为公司减少成本近 13万元遥他们还把
绞车电柜改用为数字控制器袁 减少因速度时快时慢
不稳定而造成受损袁减少成本超过 9万元遥 同时袁电
工班的员工们对各种机器部件进行技改袁 他们还回
收各中段天线配件一千多米尧回收旧电线近三千米袁

修复电机车接触组一百多副袁 还修复控制器尧 电阻
等遥

建设班组文化,我们要提升素质
电工班凝练班组文化精髓袁 不断推进班组文化

建设袁提升班员的综合素质遥
文化墙上的青工风采展示律动新意袁 制作成班

组文化墙袁有野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标识尧核心价值观尧
班组使命尧班组宗旨尧班组愿景尧工作目标冶的宣传
栏袁还设立文化专柜及文化成果展示区等袁把文化墙
打造成宣贯班组精神尧缓解工作压力尧宣传先进尧沟
通成员关系的园地遥 他们把班组文化建设作为提升
品牌形象尧 改进管理尧 提高员工素质的基础工作来
抓遥 每周组织电工班成员开展电工和机电业务技能
知识培训袁提高青年员工业务知识尧技术技能遥 2010
年至今电工班有 10人报读了函授培训袁并分别获得
了电气化自动证书尧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证书遥
通过班组的文化建设袁 提高了班组的凝聚力和

奉献他人的爱心遥2011年底袁电工班员工为不幸身患
重病的老电工黄儒金献血捐款袁献血量超过 2500ml遥
同时还经常无偿为矿区员工群众维修家电遥
我们听不到奉献者们高歌自己袁 却目睹了他们

身后留下的足迹院 抢修率和服务承诺率实现百分之
百袁线路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差错率实现零差错袁节
能降耗节约经费百万元袁 工程队员工投诉率实现零
投诉噎噎这些斐然的成绩无不浸透着电工班全体员
工的辛勤汗水遥
电工班先后荣获 2010年度梧州市青年文明号尧

2010年度广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先进集体尧2010年
度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进集体尧2010年度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先进集体尧2012年度广
西佛子矿业有限公司模范职工小家尧2012年度华锡
集团模范职工小家和先进集体遥一次次的荣誉袁便是
一次次的动力袁便是脚下一道道新的起跑线遥新的一
年袁电工班人将继续升华责任袁服务矿山遥

（唐廷杰 韦 芸）

恪 守 心 中 的 价 值 尺 度
——— 记 先 进 班 组 古 益 矿 电 工 班

多年来袁 河三选厂磨浮班组职工小
家不断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袁 广泛
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袁 努力将工会小
组建设成为员工信赖的民主尧温暖尧快乐
的野家冶遥

这个小家共有 42 人袁 其中男员工
30人袁女员工 12人遥

2012年袁磨浮班组共处理铅锌原矿
12.8万吨袁完成全年任务的 128%袁金属
产量为 4790吨袁完成全年任务的 117%袁
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遥 磨
浮丙班还荣获了华锡集团先进集体和有
色集团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遥

推进民主管理
坚持民主管理袁建设民主之野家冶是

职工建家的工作核心遥 河三选厂磨浮班
组小家主要通过落实车间事务公开和职
代会制度袁推进车间的民主管理遥河三选
厂磨浮班组职工小家在小家活动室尧班
组派班室设立两个车间事务公开栏袁全
方位尧多层次尧有侧重地公开车间事务遥
事务公开栏袁 设立了劳动竞赛尧 工资福
利尧成本考核尧职称评审尧奖惩等栏目袁定
期公开有关事项袁 使员工可以第一时间
了解到车间的重要事务和关系职工利益
的重大问题遥 职代会是车间民主管理的
重要渠道遥 2012年袁河三选厂磨浮班组
小家召开职代会袁围绕着车间建设尧工资
分配尧 值班长竞聘上岗等重大问题展开
讨论遥先后形成叶关于河三选厂劳动竞赛
考核指标调整的建议曳尧叶关于加强对青

年职工培养的意见曳尧叶关于生活区路灯
照明改善提案曳 等十多个事关员工队伍
建设尧工作开展和便民利民的建议遥职代
会在车间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袁 车间民主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尧 规范
化袁职工民主参与尧民主监督的权利得到
进一步落实遥

营造温暖氛围
走进磨浮小家活动室袁 墙壁上张贴

着一张全家福袁 全家福上有 野磨浮班组
1+亲冶遥正对门口袁是小家园地袁上面内容
丰富多彩院野师带徒传授栏冶袁展示车间导
师带徒活动的情况曰野家庭小喇叭冶 介绍
生活小常识尧健康小点滴的知识曰荣誉篇
张贴着员工的获奖证书曰 职工风采展现
了小家职工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倩影遥
这些栏目贴近员工的工作与生活袁 向员
工传递着信息与关爱遥 活动室的另一边
是野小家冶书柜袁里面有从厂部尧工会筹集
到的 200多册各类图书袁野小家冶 书柜丰
富了员工的信息和知识遥
在多年的建家工作中袁 磨浮小家始

终坚持为员工排忧解难袁营造互相帮扶尧
互相关爱的和谐环境袁把车间尧班组建设
成温馨和谐的家园作为工作的目标袁积
极营造心情舒畅尧乐于工作的氛围遥小家
管委会多次上门看望慰问困难职工尧患
病职工遥还建立野小家调解小组冶袁配合厂
部对员工中出现的工作分歧尧 家庭生活
矛盾进行调解袁促进员工工作生活和谐遥

（黄德升）

共建民主温暖快乐小家
公司质检科化验室职工之家始终坚持

野以人为本冶,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袁建立以
安全生产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袁 逐步建立
以事业关怀尧 情感关怀为主导的人文关怀机
制袁努力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袁使员工
在尾矿挖掘尧搬运的不利环境下袁始终保持小
家的稳定袁以团结尧进取尧快乐的精神风貌投
入到生产工作和学习中遥

用企业文化构建进取小家
小家的安全组定期组织员工学习安全理

论知识袁 并将安全标准化建设融入到员工责
任区袁 用员工的承诺和实际行动开展好安全
生产工作遥通过开展野每日安全叮咛一句话冶 尧
野安全生产我先行冶 尧野安全互保对子冶 尧野班前
五分钟安全知识教育冶 等活动袁 使员工认识
到院今天我们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袁是我
们辛勤工作加上安全生产的果实袁 工作是我
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袁 所以在工作中要恪守安
全的信念袁把安全放在首位袁工作时只有多一
份认真袁安全才有保障遥 技术组还定期对员工
进行培训学习袁在员工掌握多种分析技术袁具
有丰富的化学分析经验和较强的实验操作能
力的基础上袁通过开展野岗位培训学习知识袁
岗位练兵强技能冶 尧野科室技能比武大赛冶 尧
野明星级冶等活动袁鼓励员工争当野技能之星冶 尧
野质量之星冶 尧野安全之星冶 尧野清洁之星冶遥 2012
年袁小家的员工在确保人生安全尧仪器设备完
好尧 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出色完成公司下达的
各项任务袁全年总计完成化验量 18476个袁其
中生产样品 10971个袁 化验合格率达 96.78%
以上遥 化验室还获 2012年度公司优秀职工之

家尧 先进集体和集团优秀职工之家等荣誉称
号遥

用温馨文化打造快乐之家
小家的建家目标是院 以情建家尧 以德成

家尧以情爱家尧以严管家袁提高组织凝聚力和
向心力袁共同创建野学习型冶 野节约型冶 野知识
型冶野和谐温馨型冶 小家遥 俗话说院野团结力量
大冶袁为了使小家员工凝心聚力袁家委们致力
于构建一个团结和谐尧进取快乐的小家袁特别
重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袁 并通过打造具
有小家特色文化来增强凝聚力遥 因为家委们
相信袁 你只要为员工着想袁 员工就会为你分
担袁让员工感受到家庭的关爱袁分享到劳动的
成果袁就能实现和谐共赢遥 由于小家的女工占
有 77%的比例袁为此袁小家制定了叶化验室女
工保护条例曳袁 对在生理期有些工作不方便
的袁要给予照顾曰遇到小家的员工生病住院尧
产假袁家委们会派出代表及时探望慰问袁还大
力支持为病重员工捐款活动曰 平时还经常讲
些生活小常识袁如多喝牛奶能排毒袁多喝茶水
能解毒袁吃黑木耳能排镉袁怎样预防二次污染
等曰在最热的夏季里袁主动给员工熬绿豆汤袁
利用检修期间为员工做一次早餐袁 有厨艺的
高手还主动做一至两道特色菜袁 这简单的条
例尧慰问尧绿豆汤尧特色小菜袁使员工有了家的
感觉遥 同时还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多种多样
的文化活动袁既活跃了员工队伍袁又增进了员
工之间的情谊袁 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也在轻松
的交流中得以化解遥 只要走进小家袁你就会感
受到一种团结和谐尧温馨友爱尧快乐的氛围遥

（徐秋红）

人 文 关 怀 打 造 快 乐 小 家

青春在大山的矿井下找到了心中价值的尺度，他们用行动恪
守心中的承诺，确保深井之下的用电稳定及电气设备正常运作，
为生产保驾护航无怨无悔。他们就是古益矿电工班 15名员工。

父爱无言，父爱无边，父亲像一座
山，给我最坚实的依靠，用他那有力的臂
膀托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为子女撑起一
片蓝天。

———题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一

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临了，一种有无以言表
的忧伤和惆怅涌上心头，让人思绪万千。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又是一年清明节，又是一年断肠时！
站在窗前透过密密麻麻的雨丝眺望着家
乡的方向，我不禁想起了在天国的父亲，
思念如潮水，心开始隐隐作痛，悲从中来，
潸然泪下……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每天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记忆中的父亲心地

善良，为人踏实，做事认真；为了家庭生
计，父亲日夜操劳奔波，用勤劳的双手为
我们家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虽然父亲
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
貌，言谈举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常浮
现在我的脑海里。

曾记得，有一次父亲赶集回来，给我
带回了我梦寐以求的粉红色发卡和紫色
的水晶凉鞋，我看见了爱不释手马上穿戴
上，在小伙伴面前，是多么炫耀和得意啊！

父亲对我的好经常引起哥哥对我的妒忌。
曾记得，在低矮的瓦房里，就着昏黄

的灯光，父亲给我们兄妹几个讲做人的道
理，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那时候的日子
虽然过得很苦，但父亲总是很自信地对我
们说，要挺住，日子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的，看着父亲充满自信的笑容，我们对未
来充满了信心。

曾记得，那是 2002年的夏天，我刚调
到佛子矿校工作。一天下课时，同事说有

人找我，我很纳闷地走下楼，原来是父亲
骑自行车给我送来了一罐自家的花生油
和一袋米。父亲说，我们刚买了房子，生
活比较拮据，家里有就给我们送来了。看
着汗流浃背的父亲，我的眼睛湿润了，父
亲冒着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骑了 1个多
小时的自行车为的就是给女儿送油送米。

曾记得，父亲说过等我们都有了房子
都成了家，就好好歇歇。这一天父亲等到
了，可是父亲还来不及安享晚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现在我已不能为父亲做点什么了，
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能。唯一能做的就是
照顾母亲，让她快乐幸福地安享晚年，以
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谢锦莲）

父 爱 无 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敬爱的父亲一转眼离开我们
十年了。十年前的五月，无情的病魔把您吞噬，我没有看
到您最后一面。您走得那么突然, 就好像您平时出门去
散步一样。

回忆我们童年的时候，您在那繁忙工作之余，偶尔
带我们去玩，这使我们倍感幸福与自豪，在那个时候我
已经很知足了。作为一个父亲，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无愧为一个好父亲！您和妈妈几十年的婚姻
生活一直是不离不弃，无论是您春风得意还是风雨兼程
时，你俩都相互深深的眷念着，您无愧为一个好丈夫！您
工作上廉洁、正直无私的精神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作为
一个正直的人您做到了！虽然您未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

产，但是您留下了做人的根本！
记得我读一年级那时电视机还很少，当您从镇上抱

回一台黑白电视机时，全家人都非常欣喜，吃完晚饭后
就可以看电视了。那是我们村的第二台电视机。那晚，还
来了很多邻居家的孩子，那时我比较喜欢爱看《西游
记》，就在我看入迷的时候，一大群村里的大人们凑热闹
来了。我撒尿去了一回来，我的椅子被邻家的一个大哥
坐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大声的对他说：“起来，
这是我坐的。”我还把大哥的衣服拉扯着。父亲听到后
马上跑到我跟前说：“你那么大声干什么？要学有礼貌的
孩子，他是你的客人，你要让客人坐椅子。”我怕父亲，所
以就只好乖乖的听话，我低着头，也不敢争椅子坐了。那
晚，我只能站着看了一晚的电视，我的脚好酸好痛。那

时，我有一些怨父亲。不过后来想想，从这件事中父亲是
教会了我应该好好接待自己的客人。过去了 25年，这件
事我还历历在目。

父亲啊，我多少次在梦中拉住您的双手聆听您的叮
咛，多少次在梦中依偎在您的怀中感受您的体温，多少
次在梦中惊醒泪水湿透了衣襟。如今又到清明，而您却
已远行，把万般的思念留给您的儿女。父亲啊，我们想念
您！ （梁 妮）

父 亲 留 下 了 做 人 的 根 本

我刚到冶炼公司工作时，对冶炼的
实际操作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在学校
只学过理论知识，如今能够亲眼看到实
际的生产操作现场，心里感到非常兴
奋，也充满了对操作知识的渴望。

记得读初中时就学过的一句话：理
论源于实践，而正确的理论又可以反过
来指导我们的实际生产。理论加上实际
生产才能使自己对冶炼知识了解得更
加透彻，也能使自己更快融入冶炼这个
大家庭。

我很快就懂得了车间的工艺流程
和操作技术，随后就进入班组分到了岗
位上。当时正好是夏天，所以时常看到
同事们汗水湿透了衣服还在干活的场

景，这让我颇受感触，我不禁由衷的敬
佩这些同事，那时我就觉得他们与军人
一样具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他们才是
真正的铁血汉子。当我觉得非常辛苦，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汗流
浃背干活的同事们，此时我就会严厉地
要求自己，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别
人行，为什么你自己不行！”就这样，我
不断被同事们激励着前行。

渐渐地，我融入到了大家的工作
中，也慢慢体会到冶炼大家庭是由每一
位员工组成，需要每一位员工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爱岗、爱企，才能自觉
形成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将冶炼这个大
家庭建设得更好。 （庞广伟）

在冶炼大家庭中成长

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有平坦的
大道，也有崎岖的小路，有灿烂的鲜花，
也有密布的荆棘，我们总会遇到挫折和
失败，也总会有迷茫和无奈，给自己一
个快乐的理由，给那些灰色的心情一个
出口，转身，你会发现人生会有另一番
美景。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不要抱怨自己的人生，假如你没有惊
天动地的大事情可以做，那么就做个平
凡的小人物，给一个可爱的小孩做父
母，给一对老人做孝顺的子女，给你的
另一半简单而平凡的人生，在平平凡凡
的人生中找寻简简单单的快乐。

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去想想生
活中那些美妙的情节，去感受生命中那
些平凡的小感动，看看那春天的花，夏
天的雨，秋天的碧空和冬天的飞雪，久
别朋友的一句问候，陌路上行人的一个

惬意的微笑，同事间在彼此难过时候的
一句安慰，上班前家人叮嘱的平安早
归，也许不像电影情节中那样让人心生
感慨，也没能让人感动落泪，但煽情的
四季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幻化出无数的
激情和悸动的时刻，温馨的小幸福足以
让生活洒满阳光。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开
心而觉得人生没了趣致，不要因为工作
的平凡卑微而迷茫堕落，不要因为情感
的波折而停止了爱的脚步。

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你会发
现，生活像杯白开水，想要什么味道自
己加调料；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你
会发现，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做好眼前
的事，做好份内的事，却也是在迈向远
方，努力呼吸，心就不会迷失方向。

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你会发
现，生活中快乐的事情很多很多……

（莫业清）

正在认真工作的化验室员工 徐波勇/摄

电工班员工在井下维修设备 韦 芸/摄

磨浮小家员工在生产现场讨论 黄德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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