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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童趣》何木兰摄影作品

他没有高大的身躯袁也没有超乎常人的力量袁有的
只是每天快乐面对工作的心情遥 他就是冶炼公司烟化
车间员工陈杰波遥

从 2012年 3月份进厂以来袁他没有请过假袁每天
按时上班遥 他被安排到收尘岗位袁每当卸灰时都会有大
量的粉尘袁且氧化锌还有刺鼻的气味袁该岗位奖金系数
要低于别的岗位袁对于这些袁他没有抱怨过一句袁每天
都是尽心尽职的做好岗位工作遥
今年烟化炉多数时间都处于停炉中袁因此袁陈杰波

也被安排到其他岗位干活遥 在别的岗位工作时他并不
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袁而是认认真真去做遥 在炉内打炉

结时他被热得满身大汗袁 在中间仓卸煤时他满身都是
粉煤袁 前床换电极时他在烘热的平台上用力的拧着螺
栓袁帮鼓风炉筛选高铅渣时袁他在渣场打着风镐噎噎对
于这些不属于自己岗位的工作袁他从来没有怨言遥 每当
快下班时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袁 他脸上总会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遥 正是这种积极的工作态度使他能在每天的
工作中保持良好的心态袁也让他享受到了工作的快乐遥
这是任何一个班组都希望拥有的一种员工遥
试想一下院一个工作班中袁怀着抱怨的情绪去工作

是 8个小时袁 快乐地去面对也是 8个小时袁 哪个更累
呢钥 (王胜毅)

快 乐 面 对 “ 8 小 时 ”

当孩子呱呱落地时袁 孩子就是父母手中牵挂着的
风筝袁那根线是一种责任袁是父母对子女最无私的爱遥
我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袁 十月怀胎袁 当听到儿子

野哇冶的一声啼哭声袁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当妈了袁看
着有着红扑扑的脸袁粉嫩得令人心疼的儿子袁我心里渐
渐充满了暖意袁这就是我一直用心与之交流袁且一直期
待着能够早日光临人世的宝贝遥
儿子在我们的呵护下成长袁 记得孩子刚能摇晃着

走两步路时袁 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过年袁 过完年
后袁孩子的奶奶要求我们把孩子留在老家让她带袁这样
既不影响我们的工作袁而且孩子大一点了袁留在老家里
爷爷也能一起帮着看护袁她也能帮家干些活遥 经过几天
的思考袁我们终于决定把孩子留下遥 当我们回到单位上
班时袁没有孩子在身边袁我坐立不安遥 三天后袁我还是坐
上回老家的班车袁把孩子接回来遥 把他送进单位的托儿
所袁当时他是托儿所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遥 我工作的单位
离孩子近袁我常常偷偷的去看他袁看到他乖巧听话时袁
我的心就很踏实遥

儿子渐渐长大袁12岁那年袁 他从大山里考上了县
城的一所重点中学袁 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几十公里以
外的学校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遥 我们为了能与孩子见
上一面袁周末就一大早骑上摩托车到县城去看望孩子袁
每次都是买上好吃的给他送去遥 他总是说院野妈别担心袁
我需要什么自己会去买的遥 冶他还笑着对我说院野我喜欢
吃学校的饭菜袁比你做的还好吃呢袁你看我长胖了遥 冶

记得临近高考时袁我也想请假去看看孩子袁儿子不
同意遥爱人安慰我说院野没事的袁老师会关心的遥 冶可我心
理还是七上八下的袁总怕会有什么小差错遥 高考过后袁
他的班主任才告诉我们袁儿子在高考前两天袁他的扁桃
体发炎引起高烧袁吃不下饭袁他一直不让告诉我们袁怕
我们担心袁看着儿子为了奋战高考袁瘦成竹杆似的袁我
心痛极了袁为自己不能帮上一点忙而愧疚遥
经过孩子的努力袁 终于考上一所离我们更远的高

校去深造袁要见上一面就更难了袁为了儿子袁我学会上
网袁学会上 QQ袁习惯了每天打开电脑看儿子是否在线袁
习惯了在空间寻找他走过的足迹袁关注他的留言袁因为
我想他了遥 有时他的一句短短的问候袁就让我深深的怀
念袁有时他送给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袁就让我感到一片浓
浓的情意袁有时他的一个轻轻的关注袁就让我足够甜甜
的回忆遥
当每次送儿子踏上离家的火车时袁 看着他背着沉

重的包袁向我们挥挥手袁便冲入将要行驶的火车时袁我
的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袁既想要让孩子在蓝天下飞翔袁
手中又牢牢攥紧了那根系在孩子身上的长线袁 真正的
牵挂是一种苦苦的忍耐袁酸酸的无奈袁无奈中更有一份
切切的期盼遥
天下父母心袁不管孩子走到哪袁永远是父母心中的

牵挂袁牵挂是一份亲情袁牵挂是一缕思念袁牵挂是一种
幸福遥 (李桂琼)

心 中 的 那 份 牵 挂

妻子是个爱种花草的人遥一个阳光
灿烂的周末袁她又开始野折腾冶了遥这不袁
只见她把去年种在阳台的一盆葡萄和
一盆石榴搬了下来遥 我问她干嘛遥 她敲
敲手上的小铁锹和剪刀袁告诉我她要分
盆移栽遥

野去年葡萄挂了 21串袁石榴挂了 18
个袁这种得好好的袁你移它干嘛钥 冶我话
音未落袁妻子一脚踩着花盆袁双手握住
石榴茎用力一拔袁连根带泥的就把盆里
的石榴拔了起来遥 野你看看袁全是根袁都
没法长了遥 冶她一边说一边把石榴根部
的泥土抖掉袁用小铁锹把一棵石榴分成
了三棵袁接着用剪刀给石榴剪枝遥 野果树
是这样修剪的吧钥冶妻子问我遥野嗯冶说时
迟那时快袁她拿起剪刀把三棵石榴的根
须三下五除二的给剪得所剩无几遥我心
疼得目瞪口呆地问她院野你这叫它可怎
么活啊钥 冶野呵呵袁春天来了袁要修整修整
的遥 冶一边说着她又把另一个盆里的葡
萄给拔了起来遥 野葡萄的根须更多袁也得
剪掉遥冶野我看你今年还有葡萄和石榴浴冶

野放心吧袁不会死的遥 冶妻子一边安
慰我一边继续松土尧种植尧浇水遥
我半信半疑地等着袁坚持给移栽的

葡萄和石榴浇水遥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袁
就在我越来越失望的时候袁也正准备给
妻子上种植课的时候袁一天早晨袁我看
到其中的一棵葡萄藤上新冒了一个小
芽苞遥 继而转去看那三棵石榴袁光秃秃
的枝干上也冒了很多小芽点浴我的心情
也因此高兴起来袁太神奇了袁它们被妻

子野伤筋动骨冶分盆移栽之后袁现在居然
全都定下根开始冒芽长叶了遥三个星期
之后袁新移栽的三盆石榴已长得郁郁葱
葱袁开出了漂亮的石榴花遥 而其中的一
棵葡萄袁 也新长了几片巴掌大的绿叶遥
但另一棵葡萄却始终没有发芽遥

看着眼前这五盆被妻子移栽到新
环境里种植的葡萄和石榴袁不禁让我深
思起来遥

今年袁连续数月袁冶炼公司不断有
同事辞职跳槽袁 他们到新的工作环境
中袁能否如同移栽的葡萄和石榴袁汲取
阳光雨露适应新环境定根尧发芽尧长叶尧
开花尧结果袁还是如同那棵无法适应新
环境的葡萄袁干枯死亡?适者生存袁是大
自然对生物的考验遥 作为我们求职者袁
不管去到哪个单位袁只要把那颗浮躁的
心定下来袁不老是想着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袁那个公司比这个厂好袁这样袁才能在
新的环境定根袁继而工作和事业才会有
起色和发展遥 如果你无法适应新的环
境袁无法把漂浮的心定下来袁你就会像
跳蚤一样袁 不断的辞职不断地跳槽袁最
终荒废的是工作和事业遥
我们不妨学习一下植物的精神遥换

了一个新的生长渊工作冤环境袁先把自己
的根渊心冤定下来袁在新的环境里袁吸收
新养分袁学习新知识袁溶入新环境遥我们
也能够在适应环境后袁生根发芽袁茁壮
成长遥 在成长成熟的某一天袁相信你也
会在新的环境里开花结果遥

(杨柱峰)

广西有色质量管理协会会长唐献
民曾说过院野 QC 成果发布是将一年来
小组的 QC活动展示给大家袁是推广成
果的重要平台遥 因此袁发布人的现场表
现可占了大头袁材料写得再好袁到时候
怯场的话袁 那之前的努力全部付之东
流遥 因此袁发布人在此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遥 冶

我是 QC发布人欧燕华袁来自佛子
公司河三选厂一线的一个普通工人遥回
想第一次做发布人的经历袁至今仍觉得
百般滋味袁余味犹长遥

由于是首次接触 QC活动袁在没有
任何经验和参照可言的情况下袁每前进
一步袁都犹如摸着石头过河般的小心翼
翼遥 为了尽量减少出错的可能性袁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袁还要努力熟记活动
的每一个环节遥 巨大的心理压力袁使我
的每一根脑神经都崩得紧紧的袁脑子里
无时无刻都把成果发表台词装得满满
的袁就连梦里也在背着台词遥 每次练习
结束后袁才发觉自己的两片嘴唇竟然讲
到发麻了袁脚也站麻了袁更严重的是嗓
子也严重发炎了遥孤伶伶的独坐在输液
室打着点滴时袁内心还真有些后悔当初
为什么要答应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
任务呢遥

2011年 3月 18日袁终于要登台了遥
而且我还是下午第一个进行发表遥内心
不由得紧张到了极点袁发表前的那顿午
餐由于太紧张啥也吃不下袁带队的梁壮
初副总和黄敬忠副厂长看在眼里袁急在
心里遥他们不停地讲着各种轻松的话题
来转移我的紧张情绪遥 当短短的 12分
钟将所有的精彩在台上得到全部释放
时袁之前所受的苦尧累和压力全都显得
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遥 虽然袁在第一
次发表中也许是由于我对课题的专业
不了解袁被评委误认为是从外单位请来
的枪手遥但正由于有了第一次发表的经
历袁我在接触第二个 QC 课题时袁使我
有勇气大胆去尝试自己写演讲稿遥为了
使自己的发表水平更专业袁我几乎把所
有的休息和业余时间全部利用起来袁上
网学习钻研各种演讲和发表风格遥我如
饥似渴的为自己 野充电冶袁 用心投入到
QC小组活动中遥

2012年 3月,当我第二次登上集团

公司举办的 QC发布会的赛台时袁我引
人入胜的发表风格赢得了现场评委和
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和认可袁并且以发
表分排名第一的成绩荣获华锡集团 QC
成果优秀发表奖项遥同年 7月在北海参
加广西有色行业区优的晋级赛袁我们的
课题勇夺桂冠遥我知道我的努力得到了
回报遥
在成绩面前袁我并没有满足遥 我知

道还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遥 因此袁我开
始创新发布风格遥 2013年 3月袁在第三
次登上集团公司 QC发布会的赛台时袁
我和我的搭挡覃勇以记者跟踪采访的
方式对课题进行现场演示遥我们默契的
配合尧生动形象的讲解袁再次得到了现
场评委和群众评委的认可遥 野华锡集团
QC成果优秀发表奖冶 项再次被我们纳
入囊中遥 同时袁我们小组的成果获得华
锡集团优秀奖袁并且将被选送参加广西
有色质量管理协会组办的区优赛的发
布遥

2013年 4月袁我再次站到了广西有
色金属工业第 33次 QC小组成果发布
会的赛台上袁我和搭挡覃勇的精彩演示
再次令现场评委和与会人员折服遥在最
后的总结表彰会上袁广西有色质量管理
协会会长唐献民和副会长林卓毅分别
在会上特别点名表扬了我俩遥 同时袁我
们的课题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夺得区优
奖项遥 并且袁我们的课题也将晋级参加
7月份的国优比赛遥
经过多次实战袁现在袁我站在 QC发

布会的赛台时袁 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遥
但有时袁 听到一些不被人理解的话语袁
会感到很委屈袁甚至想过不再继续做我
的 QC梦了遥 有位领导曾跟我说院野人不
能自己否决自己袁别人怀疑你袁那就干
出好成绩来袁用事实证明你是行的遥 冶
是的袁我不管是做本职的一线生产

工作还是做兼职的 QC发布工作袁我都
很努力地去完成袁从来都不计较个人得
失袁工作中也从不拈轻怕重袁我无愧于
心浴 也无愧于人遥 在过去的每一天我都
是满意而充实的遥 回想这一路走来院委
屈过尧郁闷过尧哭过尧笑过尧甚至病倒过遥
翻开一本本鲜红的证书袁 我感到欣慰袁
更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在催我奋进遥

（欧燕华）

3年前袁我有幸加入了佛子矿业公司
的宣传队伍袁成为了一名宣传员遥作为一
名宣传员袁 不仅是党的政策理论的宣传
者袁更是解释者和引导者遥3年来袁我身边
这些可亲可敬的宣传员袁 他们在自己的
岗位上默默地耕耘袁没有豪言壮语袁没有
丰功伟绩袁 但是他们却用一个个行动给
了我前进的动力 和勇气袁他们用一篇篇
美文一幅幅照片诠释着宣传员这个岗
位袁 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灌溉着佛子
这片净土遥
贺琼就是这样一位宣传员遥 这位来

自四川的妹子对这身橙色的工作服情有
独钟袁即使上面布满污渍袁她觉得这是工
友们挥洒汗水和青春的证明遥 她喜欢看
到工友们爽朗高声的大笑袁 那是一种工
人的骄傲和自豪遥正因为如此袁在她的文
章里袁工作服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工作服袁
笑声已不仅仅是笑声袁 而是化为了她全
部的思想情感袁 已经成为流淌在她血液
里的虔诚信仰袁 那是一种兄弟姐妹般的
情谊遥 2012年 缘月份叶佛子矿业曳报二版
专题里袁她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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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袁炉口那红
红的炉结袁简直叫人望而生畏遥这时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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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两只叉得很开
穿着耐高温鞋的脚噎噎
贺琼说院野我为冶炼一线工人吃苦耐

劳尧爱岗敬业的实干精神而感动袁同时也
为自己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对一线工人
了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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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最值得歌颂
的劳动者遥 冶从这篇文章我们不仅知道我
们一线的工人有多么地辛苦袁 也明白了
我们的工资来得有多么地不容易遥

还有一位兼职的宣传员封梅清袁她
总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好的东西遥
她的文章叶幸福的门槛曳里袁写矿山里一
个年轻妇女袁在雨夜里守在值班室门口袁
为丈夫送伞遥 野在陆陆续续下班走出来的
人群中袁她搜寻着丈夫的身影遥当按过出

口指纹机后袁 匆匆走向门口的丈夫猛地
一抬头袁看到了送伞的妻子袁疲惫的脸上
露出了笑脸袁 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遥 此
时袁 一阵寒风吹来袁 丈夫不禁打了个寒
颤袁妻子爱怜的看了他一眼袁赶忙把伞递
过来袁 然后挽着丈夫的手一起消失在夜
色的雨幕中遥 冶封梅清观察仔细尧入微袁她
写我们的矿山人矿山事袁 这些文章无不
抒发着她对矿山的浓浓深情遥

正是在一个个宣传员的不断采写
下袁一个个先进人物袁浮出水面袁为众所
周知遥 有矿山机械设备的野保护神冶梁斌
生袁有选厂磨浮车间的野孺子牛冶罗国龙袁
有冶炼的野电器卫士冶麦少迪曰有矿区里
的野知心大姐冶王静勇袁有选厂的野百事
通冶邓振刚袁有机关乐于助人的覃雪英曰
有刻苦钻研尧满怀激情的唐崇才袁有四两
拔千斤的钳工女状元潘爱珍袁 有冶炼的
铿锵玫瑰徐明霞遥
也正是在一个个宣传员的不断努力

下袁一批批先进集体袁从幕后走向台前袁
为广大员工了解遥 有奋战在井下一线的
生力军古益矿电工班袁 有甘愿做公司发
展铺路石的纪检监察审计科室袁 有大山
深处的寻宝人生产技术科地质组袁 有快

乐进取尧温暖和谐的小家质检科化验室遥
还有一些宣传报道袁比如院在夜幕中

驳接水管袁在凌晨里修好水泵袁在炎炎夏
日下质检取样曰冒雨抢修线路袁紧急抢修
绞车曰及时清理烟口渣块袁克服困难勇夺
高产遥 这些文章无不让我们感到佛子员
工的团结拼搏尧开拓进取尧积极奋进曰同
时也让我们感到佛子这个大家庭的求真
和务实袁勤劳和勇敢袁坚强和不屈遥
十八大报告提出袁 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遥必须坚持贴近实际尧贴
近生活尧贴近群众的原则袁推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遥 我作为
一名宣传员袁 要用我的手中镜头记录每
一个精彩的瞬间袁 用我手中的笔写下每
一次幸福的感动袁 写我们的矿山人矿山
事袁写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袁激发广大职
工的学习热情袁 把文化艺术力转化为生
产力袁 做思想的传播者袁 做法规的宣传
者袁做政策的布道者袁始终围绕公司的生
产经营做好宣传工作袁 为把公司打造成
为西江河畔的一颗璀璨明珠而努力奋
斗浴 (吕岳阳)
（此稿获得公司“学习十八大 奉献

在岗位”演讲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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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袁我大学毕业袁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佛子
矿业公司从事宣传工作遥 走上宣传岗位袁就意味着走上
了一条理想与现实并存袁鲜花与荆棘交织的人生旅途遥
但这段日子以来袁发生在矿山尧在选厂尧在冶炼公司

的一个个感人事迹袁都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遥
现在袁如果有人问我袁你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钥 我会告
诉她袁是我手中的这本笔记本袁因为袁它陪伴着我工作

的每一天袁这里面有我们企业的大小变化袁也有我们矿
山的千姿百态袁而正是这里面的点点滴滴袁勾勒出了我
们企业的发展轨迹袁 也勾勒出了我们华锡人逐梦的足
迹遥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采访袁是第一次下古益矿

矿井拍摄叶矿山脊梁曳专题片遥 当我跨过光明与黑暗的
一线之隔袁 走进这个深藏在大山深处阴暗而又狭长的
小小洞口袁人车飞快地在黑暗与清寒中奔驰袁那电车与
电线接轨处不停闪烁的蓝色火花袁 还有人车划破矿洞
的呼啸声都瞬间将我包围遥 当时车上的员工都非常非
常的安静袁而我的思绪却在不停地飞转袁真不敢相信袁
这个黑乎乎的尧冰冷的矿洞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袁
是我们工人耕耘幸福生活的一方梦田啊浴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袁我穿越长长的巷道袁爬过堆积

得很高很高的碎石袁终于找到了正打钻的工人袁工人们
的衣服上满是污渍袁而这些都不算什么袁最让人震撼的
是袁他们浑身都湿淋淋的袁就如同刚从油罐子里捞出来
一般遥 交谈中袁我看到了矿工老王的手袁粗糙而又苍老袁
那双厚厚的手套已磨出了一道道口子袁 一个个肿大的

关节刻满了井下工人特有的印记遥 他们长年
累月在矿井下工作袁经常穿着湿透了的衣服
和鞋子袁很多人都患上了风湿袁天气一变化
就疼痛难忍袁 但是眼前的老工人却说院野久
了袁也就习惯了袁只要上班能挣钱袁下班能按
点回家陪孩子袁这就是我的幸福和愿望遥 冶

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啊袁 却让人肃然起
敬遥 在这与常人隔绝的世界里袁在飞扬的尘
土和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中袁这群普普通通的
劳动者袁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养活家
人袁为公司创造财富遥 我认为袁他们从事的工
作是平凡的袁但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袁更不
等于碌碌无为袁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值得
尊敬袁每一个逐梦者的脚步都充满了力量遥
我到过冶炼公司鼓风炉车间袁那里的环

境也非常艰苦袁即使远离七八米袁那熊熊燃
烧的炉火和 1200多摄氏度的炉渣都热得让
人望而却步袁而我们的炉前工们袁每天就在

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足足八小时遥 当碰到打炉缸尧打炉床
这类苦活时袁 他们又都毫不犹豫地钻进带着余温的炉
子里挥舞大锤袁即使汗水浸湿了衣服袁即使鞋底被烫焦
了袁即使皮肤被灼伤了袁他们都没有停下手中挥舞着的
大锤遥 我想袁炉前工人不是钢不是铁袁他们也和我们一
样是肉做的袁但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却没有退缩袁而是
选择了勇气与坚持袁他们是最值得崇敬的袁因为正是有
了他们的兢兢业业袁有了他们的无私忘我袁公司的发展
梦才会走得如此踏实尧如此坚定遥

2011年 7月袁 发生在华锡集团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文艺汇演中的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遥 因为谁都
没有想到袁这个年轻而又帅气叶矿山之舞曳男主角要要要
陈单平会在人前红了双眼遥 为了做好把 90 多斤女伴翻
举上肩的特技动作袁他千百次练习袁练到双腿膝盖发黑
化脓袁练到右肩浮肿了袁都没有流下委屈的泪水遥 但仅
以 0.002分与奖杯失之交臂袁 没有为公司争得荣誉时袁
这个大男孩却哭了袁 他自责地问大家院野是不是我这个
男主角做得不够好袁才比别人少了 0.002分钥 冶那一刻袁
这一个 0.002分化作了一根刺袁 刺痛了一个逐梦着的
心袁也深深地刺痛了我遥 因为我知道袁他的泪袁是与奖杯
无缘的失落袁 是没有为公司争得荣誉的一份深深的遗
憾遥
我想袁很多人对井下工人是陌生的袁对炉前工也不

了解袁对矿山舞者更是充满了疑问袁但他们立足岗位做
贡献的精神袁他们为梦想坚持的勇气袁难道不值得我们
去学习去报道吗钥 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袁我为我是
一名宣传工作者而自豪袁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宏伟的目
标和梦想袁我要用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朝气袁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中袁与无数平凡的工人一起袁用一颗真诚炽
热的心来共铸一个佛子梦袁我要用我手中的笔袁去记录
每一个逐梦者圆梦的足迹遥

小愿望实现大梦想袁个人梦画圆中国梦遥 我坚信袁
只要与历史共脉搏袁只要与祖国同呼吸袁今天袁我们的
辛勤付出袁明天必将让佛子走向辉煌遥

(邓杨瑞)
（此稿获得公司“学习十八大 奉献在岗位”演讲

比赛一等奖）

近年，随着企业的规范与发展，企业对员工素
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公司开展了各种各样
的学习活动。创建学习型党支部、学习型企业，举
办网络学习，函授进修学习，廉政学习，举办各种
技能培训，各种考试等等。可以说公司为了提高员
工的综合素质花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想尽了
办法，员工的素质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反思自己的学习活动，看看是否收到预定

的学习效果，不难发现我们的学习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有的学习活动雷声大雨点小，有的人态度不
端正应付学习，有的人会为不学习找借口……总
之，对学习的认识不到位，造成了一些学习活动的
变味，这急需我们去改进。
胡锦涛同志说，勤奋学习，是共产党员增强党

性、提高本领、做好工作的前提。我们正处在知识
创新的时代、终身学习的时代，不懂得和不熟悉的
东西很多，即使是过去懂得和熟悉的知识也有一
个不断更新的问题。党员要勤奋学习，不是党员的
同样要勤奋学习，我们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学习适
应工作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学习不但是个人
的问题，也是工作的需要，也是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的需要。
古人云：“学无止境”“天道酬勤”。知识改变

命运。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
知识和本领，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钻一
行，精通一行。我们每个人要摆正心态，积极参加
各种学习活动，从中培养学习兴趣，增长知识，同
时结合本职工作，缺什么学什么，急需什么就学什
么，一知半解的往深度广度学，努力提高自己的思
想觉悟，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平，不断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想，不管是技能培训还是政治理论学习，也

不管是主题教育活动还是常规学习活动，凡是学
习都不能走过场，走形式。“学到老，活到老”人人
都懂，但是怎样才能使这句话实实在在地根植于
我们心田，让它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是值得我
们共同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姻 你说我说
别让我们的学习变味

□ 梁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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