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益矿在矿山建设和开采过程
中袁 始终坚持国家建设绿色矿山的要
求袁 把生态环保建设作为矿山持续发
展的基础工作袁做深尧做细尧做实尧做
透袁实现了矿山尧环境尧经济的和谐发
展袁 在矿山发展的绿色征途中谱写新
的希望遥
矿山的发展需要绿色袁 矿山的建

设需要绿色袁 这是古益矿所有员工心
中的共识袁为了建设绿色矿山袁作为古
益矿的员工袁我们把野绿色是发展的灵
魂袁环保是矿区的生命冶的理念融入了
矿山持续发展的主题遥从一草一木尧一
片绿地开始袁 坚持空地造绿尧 见缝插
绿尧拆墙透绿袁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袁

先后在矿区植树 300余棵袁 草坪 2500
多平米遥 还新建了绿色停车场和漂亮
的球场袁 让员工在工作之余的生活更
加充满活力遥
如今的古益矿袁树木葱葱袁绿草茵

茵袁错落有致的楼房掩映在翠绿当中袁
无处不透着绿意遥 昔日冒着浓浓灰尘
的矿区正被一畦畦林木尧青草覆盖袁裸
露的废石场也披上了绿装遥 野有路必有
树袁两侧树成荫袁视线无荒山冶已经从
愿望变成了现实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 绿色矿山建

设这个梦将会更加和谐美丽袁 矿山发
展的步伐会更加铿锵有力袁 古益矿未
来的发展将会更具绿的魅力遥

作者：陈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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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梦想，它能让人前进有目标，行动有方向，工作和生活更有激情有动力。
今年，从网站、报纸、荧屏，再到企业事业单位和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讨

论“中国梦”。“中国梦”凝聚力量和智慧，是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大动力和精神纽带。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
够创造出来。是的，我们在共筑中国梦，共筑佛子梦的征程
中，需要每个人当好建设者，传递正能量，凝聚精气神，贡
献光和热。

近日，《佛子矿业》报发起“我
的佛子梦”话题大家谈征集活动，广
大读者纷纷拿起笔，深情阐述了对
“佛子梦”的理解。现
刊登出来与大家分
享。

三年前袁 我从一个还坐在教室里
的无知少年进入佛子公司袁 成为了一
名企业员工袁 在这短暂的三年中与企
业共同经历了发展的各种波折遥 经历
了企业改制进入华锡集团的变更袁经
历了企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残酷的金
属市场危机袁 经历了古益矿标准化建
设尧绿色矿山建设尧六大系统建设的美
好发展袁 经历了冶炼公司由充满希望
的建设到暂停产的沉痛袁 经历了尾矿
库渐满到征地难的万分焦急袁 经历了
宣传工作小报变大报的发展袁 也经历
了职场变化尧职场交际的冷暖遥所有的
这些袁有过辉煌有过低谷袁有过梦想有
过失落袁有过欢乐也有过伤痛袁但也让
我更清晰的了解了一个梦袁 那就是佛
子人坚强不屈的发展梦遥

是的袁 目前我们遇到了企业发展
史上少有的挫折袁我们正面临着挑战袁
我们是一个老国企尧一个老矿山袁我们
在体制机制尧 上市融资尧 战略目标管
控尧企业管理尧生产建设尧人才储备等
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袁但这又如何呢钥
失败与困难虽然是惨痛的袁 但并不是
一无是处袁 失败让我们掌握了成功的
方向袁 困难让我们更清醒更深刻的了
解自己的不足遥 承认不足尧承认落后袁
并奋起直追袁 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
取得胜利袁 才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使命
与责任遥

为了我们的发展梦袁 一代又一代
的佛子人付出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遥
党的十八大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野中国梦冶与
把实现野国家富强尧民族振兴尧人民幸
福冶作为了党的责任和使命遥 梦想袁是
催人奋进的动力袁 我们要在各个工作
岗位上追求个人梦的同时画圆佛子
梦袁进而为画圆野中国梦冶做出贡献袁使
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和强大袁 不被外
强所挑衅和欺负遥
对于佛子袁我有这样的梦想袁我希

望我们的企业变得更加现代化袁 有着
干净漂亮的厂房袁 在社会中因为我们
的员工非常幸福尧 企业非常强大而随
处展现着属于我们的文化与自信遥
而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袁 我希望

公司宣传工作者的角色能有所改变袁
由宣传的主动者袁 变成为大家思想交
流的服务者袁 使我们的文化氛围变为
一个宽松的尧积极向上的袁互助互利的
良好氛围袁在这样的氛围下袁我们的管
理人员尧 普通员工都敢于和乐于把自
己的所想所感袁 把对企业发展的独特
看法和意见展示出来袁跟大家分享袁那
么我们的企业也将更加有活力遥
逆水行舟袁不进则退袁我们应该有

梦想袁更应该大胆的逐梦袁勇敢的去面
对当前企业的困难与竞争袁 为梦想付
出我们所有的激情和努力遥

作者：邓杨瑞

岗位：公司党委办公室宣传员

在冶炼公司尧 河三选厂暂停生产
的背景下袁公司人心有所不定遥 野如果
公司真的难以运行了袁你怎么办钥 冶面
对这样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袁 虽然有
些担心袁 但我并没有看到大家垂头丧
气袁 而是听到更多这样的声音院野跟着
公司领导走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袁我
相信公司一定有能力渡过难关的冶遥
有位青年在演讲中曾说过袁野从踏

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开始袁 就把根深
深地扎进了佛子这片热土遥 既然把为
公司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袁就
要毫不保留的把所有的青春尧才智尧热
情全部奉献给这庄严的选择冶遥 是的袁
我想很多人对佛子梦怀有坚定的信
念遥
目前袁公司面临很大的困难袁形势

十分严峻遥 上半年因有色金属市场价
格继续低迷袁材料成本居高不下袁产品
价格下跌幅度大等不利因素影响袁给
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遥
但是袁在困难面前袁我更看到了希望袁
那就是佛子人对公司坚定的信念和强
烈的信任遥 这是一代又一代佛子人建
立起来的坚强基石遥
信念的力量是伟大的袁 它激励着

我们奋斗袁推动我们不断前行袁信念的
存在让我们充满力量遥 我们战胜了
2008年金融危机袁 我们经历了企业的
改制袁在一系列的困难和变革面前袁我
们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彷徨和不知所
措袁 但是怀着对公司以及决策层的信
任袁我们不退缩袁不畏惧袁坦然面对危
机与挑战遥

当无法左右大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的时候袁我们可以做好基础工作袁修炼
内功袁养精蓄锐遥 我看到袁公司认真贯
彻野六大行动冶野七项措施冶精神袁采取
一系列措施袁 努力提高矿山的产量及
矿石品位遥 上半年新增设备 61 台
渊套冤袁5月份古益矿井下电梯开始双层
改造袁提高矿山机械化使用率等等袁降
低了劳动强度及生产成本袁 矿山的各
项指标大部分实现过半袁任务过半袁稳
定了大局袁员工工资按时发放遥 同时袁
以野节水尧节电尧节油冶为切入点袁合理
使用资源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袁提高公
司员工节能低碳环保意识袁 在公司内
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遥 党团员自觉开展
增收节支活动袁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
起袁从不浪费一滴水尧一张纸尧一度电
做起袁齐心协力袁共克难关遥看到这些袁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公司克服困难
的决心和信心呢钥
当今社会袁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袁

企业与企业之间需要信任袁 员工与企
业之间更加需要信任遥 信任的产生源
于信念袁 共同的信念让不同的个体对
彼此产生信任袁 从而产生巨大的正能
量遥 我相信这种正能量会促使我们更
加团结袁更加热爱企业遥企业就像一艘
船袁决策层犹如船长袁指挥着航船前行
的方向袁而所有的员工就像船员遥航船
在经济的浪潮中前行袁 船员深知自己
也有为航船保驾护航的责任遥 风高浪
涌时袁共同的信念袁相互的信任是大家
乘风破浪尧勇往直前的风帆遥

作者：李玉娟

岗位：公司办公室文件处理员

生活在佛子这个大家庭里袁 每个
佛子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遥 有些人的梦
想是在职业的旅途中能争取一官半
职曰 有些人的梦想是能有一个好的工
作岗位噎噎然而更多的佛子人共同的
梦还是希望收入高尧福利好尧生活好尧
有幸福感袁每月能轻轻松松还房贷遥
梦想固然是好的袁然而袁现在企业

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袁 市场低迷
等国内外大环境以及集团公司自身的
一些因素的影响袁 公司正处在一个艰
难时刻遥我们都知道袁企业与员工是实

实在在联系在一起的遥 作为公司的一
员袁笔者认为院为了我们心中共同的梦
想袁我们佛子人应该认清形势袁增强危
机感尧责任感袁把集团的野六大行动冶
野七项措施冶会议精神贯彻好遥 团结一
心面对困难袁立足本岗位袁发挥主人翁
精神袁 做好本职工作遥 要积极降本增
效袁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坚定信
心袁自强不息遥 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战
胜目前暂时的困难袁 实现扭亏增盈的
目标袁实现我们共同的佛子梦遥

作者：封梅清

岗位：古益矿门禁系统看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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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全华夏儿女的梦袁 而我
却有一个佛子梦遥
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梦想袁而我的佛子梦袁只是希望这
个叫佛子的企业袁能发展壮大袁造福一
方百姓和矿山儿女遥
我的佛子梦袁 不求成为世界 500

强袁也无需和中石油尧中石化比袁更没
必要像华为尧中兴尧联想遥 它能以矿业
为主袁间接发展辅业就行袁这只是发展
的梦遥 梦里我期望它能为我们提供福
利房袁 能以员工发展为目的袁 重视员
工袁也期望每年能领到可观的年终奖袁
更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有归属感的企

业袁让员工觉得这是一个家遥
这个梦袁 应该是所有的员工刚进

企业的时候袁都想要实现的梦想遥可是
现在这个梦似乎开始有了裂痕袁 这个
梦该如何继续袁 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
题遥 雏鸟要成为老鹰时袁 需要大风大
浪袁特别在离巢自己飞翔时袁克服了那
一刻的下坠后才能翱翔天际遥 困境和
磨难一直都在袁 企业也需要这些来成
长遥

重新出发袁继续前进袁佛子梦袁在
矿山儿女心中传承着袁 激励大家不断
去追求遥

作者：黄税彬

岗位:冶炼公司维修车间仪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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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先争优当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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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一群
追逐梦想的电焊工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最美？什么是最动人的

一瞬间？那么，我会回答：割焊的弧花最美。一个
男人在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最动人。

在矿山，有那么一群人，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
当割炬燃烧起炽热的火花，当焊枪点亮一颗小小的弧
花，就在那么一瞬间，最美的火花点亮每一个角落。
他们做着又苦又累的工作，当他们全神贯注工

作的时候，顾不得擦拭脸上流着的汗水，手上全是漆
黑的油污。他们维修设备确保安全生产，为了
矿山绽放出美丽而又璀璨的弧花。

梁智超 文 摄

最

美
瞬
间
︱
︱
弧

花

野修理工修的质量这么差袁叫我
们怎么用钥 冶

野油管在日班时就漏油了袁他们
不管袁我们也懒得理遥 冶

野矿石的品位这么低袁简直就是
增加我们选厂的生产成本遥 冶

噎噎
诸如此类发生在岗位尧班组或者

单位之间的埋怨尧推诿尧矛盾偶有所见
所闻遥我们暂且不考证孰是孰非袁但这
种言论一旦变本加厉的扩大袁 势必会
引起班组与班组尧部门与部门尧单位与
单位之间的相互扯皮尧 指责等不利于
团结的现象发生遥

而这种不团结的迹象一旦存在袁
我们公司的各项工作就会难以顺利开
展遥就拿今天来说吧袁我们公司正面临
着有色金属市场不景气尧 资金短缺以
及生产成本日益增高等危机袁 如果我
们不团结一心袁而是各自为政的话袁甚
至搞野窝斗冶袁要实现增收节支尧降本增
效尧走出低谷这个梦想就不太可能了遥
所以袁我们要相信袁团结就是力量袁团
结是战胜困难的保证遥

俗话说袁野不怕虎生两翼袁就怕人
起二心冶遥 如果在一个组织涣散尧人心
浮动尧人人各行其是的企业里袁是没有
生机与活力可言的袁 又何谈梦想的实

现呢钥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的环境里袁个
人再有雄心壮志袁再有聪明才智袁也不
可能得到充分发挥遥因此袁只有懂得团
结协作的人袁 才能明白团结协作对自
己尧对别人尧对整个企业团队的意义袁
才能把团结协作当成自己实现梦想的
不可或缺的条件遥

廉颇和蔺相如将相之和的典故袁
就充分说明个人和集体只有依靠团结
协作的力量袁 才能把个人的梦想和团
队的总体目标结合起来袁讲团结协作袁
会团结协作袁能团结协作遥于我们公司
而言袁要实现增收节支尧降本增效尧走
出低迷的美梦袁 这就要求我们牢记企
业团队宗旨袁工作中互相支持袁生活上
互相关心袁每个人都能发挥特长尧发挥
优势袁 尤其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无私
地支持他人尧帮助他人袁只有这样才能
够同舟共济遥

我们佛子人因追求共同的使命和
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袁 为达到公司的
总体目标袁 我们应精诚合作袁 团队至
上袁形成自觉的团队协作氛围袁个人奉
献于团队袁 为团队发展和维护团队的
利益尧荣誉不遗余力袁也只这有这样袁
我们的佛子梦要要要增收节支尧 降本增
效才能实现浴

作者：杨晓骅

岗位：公司纪委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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