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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本的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
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洋洋二百篇、洒
洒百万言，汇聚了众多铜陵有色人所思
所想、所做所言的感人故事。每一篇稿
件都是写作者们的亲身经历，每一个故
事都让人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一名铜陵有色人，一名铜陵有
色企业的员工，虽然没有亲身参与铜陵
有色最初的创业阶段，没能融入到哪创
业的火红年代，但有幸作为一名人物的
采访者、一名故事的写作者，从父辈哪
里、从采访对象哪里，从读后的众多铜
陵有色创业故事哪里，让我了解了铜陵
有色最初创业阶段的艰辛和艰苦的过
程，了解了铜陵有色第一代创业人在创
业创造过程中的的奋力拼搏的精神。

铜陵有色的故事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
故事，这是我作为一名聆听者和采访者
的最大感受。通过《建设“小钢联”的故
事》一文的作者在对我讲述建设过程中
的人和事，让我了解了创业阶段的铜陵
有色人，是怎样的 “先生产后生活”。
“油毡盖房一条龙，芦席当墙像灯笼；晴
天与灰将就过，雨雪天气使人愁”，“外
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
面还在滴答”，这就是当初第一代创业
者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铜陵有色创业
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就是在那样的
艰苦环境下，他们用最简单的铁锹、铁
镐、板车和工人们的一双手、一付肩，通
过短短的四年间，开山放炮、挖土平地，
建起了 13 立方米和 50 立方米各一座
高炉、30 万吨洗媒、66—-Ⅱ型焦炉、35
万吨净化站供水系统，以及炼铁车间、
烧结车间、轧钢车间、机修车间、焦化车
间，并形成了洗媒、炼焦、矿石焙烧到高
炉焙炼等生产为一体的铜陵市第一座

钢铁厂，为铜陵市后期城市发展，为铜
陵有色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设
材料，诠释了铜陵有色人“为了埋葬帝
修反，用血换铜也心甘”的铮铮誓言。

让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传承，
这是我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最大愿望。
《建设“小钢联”的故事》一文，重点叙
述了“小钢联”建设初期，干部和工人
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干部参加
星期日义务劳动等干部始终同工人们
一样，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
风和忘我的工作干劲。在哪创业的火红
年代，工人们无不都是热火朝天、干劲
十足，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只有一个
心愿，干好工作，建设好国家，建设好铜
陵，建设好铜陵有色。干部们和工人没
有任何区别，那真是工人三班倒，班班
有领导。特别是故事中的厂党委书记马
金贵，家住一冶离钢铁厂只有几公里
远，可他每星期只回家一、两次，大部分
时间都住在厂里，白天同工人们一同劳

动，晚上还要忙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过问到，为的就是早一天建设好企
业。《建设“小钢联”的故事》就是铜陵
有色艰苦创业大场景的浓缩，就是铜陵
有色众多创业者的典型代表。可歌可泣
的事迹让人感动，白手起家的精神让人
敬佩，艰苦奋斗的精神让人赞扬。

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自古以来是民族
精神的重要内容。三卷本的《创造成就
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每
一篇虽然讲述的故事不同，故事中的人
物各一，但都是在阐述一个道理、一个传
统、一种精神，这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铜陵
有色不断壮大发展的今天，艰苦奋斗的
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还应进行发扬光大，
我们要让铜陵有色的第二代、第三代建
设者们永远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让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传承。

王树强

让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传承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读后感

每次展开 《创造成就未来》———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总会有
一种激情在胸中涌动，这时候，我会为
自己身为铜陵有色员工而感到由衷的
自豪和骄傲！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
记了历史，那么它注定就会失去未来。”
同样，我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企业如果
忘记了自己的成长史，那么它也会失去
未来。”《创造成就未来》是一部我们铜
陵有色的成长史，它多角度、全方位，以
个人参与和回忆的形式将一个个发生
在铜陵有色中的故事平实地展现出来，
在这些作者中有曾经位显的领导，有企
业的管理者，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已经
退休的老矿工，还有“矿二代”们，更多
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员工，他们都共同拥
有过一个名字“铜陵有色员工”！在每
一篇回忆中，几乎每一个人都饱含着对
铜陵有色的深情厚意，都为自己曾经参
与和见证铜陵有色在发展和壮大中的
一段历史而自豪和欣慰！由此，也足以
表明每个作者所表述的历史在自己心
中的分量，有的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十
年、二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但是，那些
轰轰烈烈大干快上的场景，那些石破惊

天不畏蹉跎的创举，那些在筚路蓝缕中
淌开一条通往现代有色之路的无私奉
献，那些勇于创新奋勇当先的实践，那
些舍小家为大家将人生最好年华最华
美乐章奏响在铜陵有色这块土地上的
广大员……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是昨天。

1953年 5月 1日，年轻的共和国刚
刚迎来第 4个劳动者的节日，正是这一
天，新中国第一炉铜在铜陵有色第一冶
炼厂炼成，《忆新中国第一炉铜的诞
生》 讲述了它艰辛的经历，“当一块块
橙黄色的铜锭经过检验，一级品率达到
99.5%，铜锭完全达到标准的消息传来
时，欢笑声、喜庆声、祝贺声响彻了整个
厂房，传到了铜官山矿务局，传到了中
央，响遍了全国……”啊———，那是何等
的喜悦和激动，它是举国上下的欢腾
哪！它肯定会永远珍藏在作者的记忆之
中。

《< 中国矿业新路的探索 > 成书
经过》告诉你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让铜
陵有色焕发了新的勃勃生机，安庆铜矿
作为中国第一座按照新模式运行的矿
山，在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中获得了巨
大成功，为了将新模式办矿的理念和成
果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和推广，一部名

为《中国矿业新路的探索———安庆铜矿
新模式办矿纪实》 的书籍编纂成功了，
它向一股清新之风，迅速吹遍了有色矿
山，安庆铜矿成为中国有色矿山的一颗
启明星！诚如前中国有色金属的“掌门
人”费子文所寄语“悟于反思，反思有
时尽；成于探索，探索当无涯。”铜陵有
色正是因为拥有勇于创新敢于挑战自
我的精神品质，所以始终没有停止探索
的脚步，而是在大踏步地继续向前，如
今已经走出国门，冲向了世界！

卢荣景，原安徽省委书记。1953
年，风华正茂的卢荣景成为铜官山矿的
一名矿工，在铜陵有色这块热土上，他
摸爬滚打了 24年，是矿山这所大学校
锻炼和培养了他，使他后来走向了省级
领导的岗位，这是他本人的骄傲，也是
铜陵有色的骄傲。时至今日，他始终没
有忘记《我的矿工身份永远不变》。在
这篇回忆文章中，他饱含深情地说：“这
么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
上，我始终眷恋着培养自己的矿山，关
注着铜陵有色的发展。我个人的成长与
铜陵有色矿山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朱家顺，安庆铜矿采矿工区出矿班班
长，一位朴实普通的矿工。1990 年之

前，初中毕业的朱家顺是一名在家务农
的青年农民，当一座新建矿山矗立在他
家门前的时候，他成为了安庆铜矿的一
名农民轮换工，是矿山将他由一名普通
的农民培养成出色的铲运机手，使这位
农民有了人生出彩的机遇。由他担任班
长的出矿班，是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
组”，在这个 50 多名员工的班组里群
星璀璨，先后涌现出两名省级劳模和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级、公司
级劳模和矿级先模更是不胜枚举，朱家
顺本人就多次荣获公司劳模和矿先进
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说句掏心窝
子的话，我要感谢矿山培养了我，让我
有了今天的幸福人生。我既是矿山培养
出来的新一代‘农换工’，又见证了矿
山的发展之路。我对于矿山的感情是真
挚和深厚的，今后我还要为矿山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朱家顺在
《我与矿山同成长》中的真情表白。

掩卷闭目，心潮起伏，那一篇篇“我
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在眼前纷纷浮
现，精彩纷呈。是铜陵有色这片天地，让
许许多多怀揣梦想的人在这片天地里
有了施展的舞台，有了渴望人生出彩的
机会，它们成就了铜陵有色的发展，更
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每一个故事就是一
段经典，每一个故事就是一股强大的正
能量，它让我们既将辉煌灿烂的铜陵有
色历史牢牢地镌刻在记忆深处，更推动
着我们去继续“创造成就未来！”

杨勤华

故事的力量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读后感

第二章 企业管理

第一节 方针目标
1986年：狠抓“两改”争

发展，大搞挖潜攻五关；强化
管理上水平，实现“四新”迎
挑战。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38 亿元，利润 2300 万元。

1987 年：以《决议》为
指导，以“上十争亿”为中
心，改革开放增活力，强化管
理上等级。实现 “甩四登
五”，争创文明单位。

1988 年：深化改革勇竞
争，加速开发添后劲；保三争
二抓管理，确保利税五千万。

1989 年：抓好四坚持，
实现四突破；管理上二级，利
税七千万。

1990 年：强化管理，狠
抓科技；保二创一，超四争
亿。

1991 年：改革、调整、挖
潜；超二、争六、过亿。

1992 年：抓改革、促调
整、创一流，超二二、争六三、
上十亿。

1993 年：转换机制拓市
场，精干主体展两翼；铜过二
三超六五，利税争上一亿四。

1994 年：转机制、抓重
点、挖潜力；保二四、争六七、
上亿六。

1995 年：围绕市场转机
制，挖潜保重争发展；铜过二
五超七万，利税实现一亿七。

1996 年：转机建制抓管
理，集约经营重科技；铜保二
七超七二，利税实现一亿八。

1997 年：集团化管理，
多元化发展；电铜超十万，利
税过二亿。

1998 年：深化改革争发
展，群策群力渡难关；铜过二
二超十五，实现收入五十亿。

1999 年：坚持改革促调
整，管理达标重效益；铜争二
三超十八，实现收入五十五。

2000 年：改革创新转机
制，挖潜脱困增效益，铜过二
三争二十，实现收入六十亿。

2001 年：改革创新重科
技，调整结构争发展；电铜突
破二二万，收入实现六五亿。

2002 年：坚持改革促调
整，优化结构重效益；电铜突
破二八万，收入实现七十亿。

2003 年：深化改革谋发
展，强化管理增效益；电铜突
破三四万，收入实现七五亿。

2004 年：管改结合转机
制，重组再造增效益；收入突
破一百亿，利税实现二亿八。

2005 年：管改结合转机
制，重组再造增效益；铜过三
二超四十，净利实现五亿元。

2006 年：整合资源重科
技，三化四新促发展；铜争五
万超五三，净利实现五亿五。

2007 年：整合资源重科
技，三化四新促发展；铜争八
万超六十，净利力争六亿元。

2008 年：三化四新登台
阶，自主管理创一流；挖潜降
耗确保四，加快发展争二十

2009 年：三化四新登台
阶，自主管理迎挑战；挖潜降
耗三四五，持续增长保双八。

2010 年：三化四新登台
阶，自主管理争一流；电铜突
破八十万，收入实现六百亿。

2011 年：融合创新促转
型，卓越绩效强管理；资源增
三建两矿，铜争九十利十五。

2012 年：融合创新促转
型，卓越绩效强管理；资源
增二铜过百，收入千亿利二
十

2013 年：融合创新促转
型，全员绩效强管理；铜过
百二超十五，收入千二利十
六

2014 年：融合创新促转
型，全员绩效强管理；铜争
百三超二八，收入千四利税
八。

对新生儿来说，安全是在哇哇
大哭的时候，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对
后背轻轻地抚摸；对孩童来说，安
全是父母的声声叮嘱，叮嘱他不能
玩水，不能闯红灯，不能危及生命
的器具；对成年人来说，安全是回
家后爱人温情的问候，孩子热切的
企盼；对老人来说，安全是孩子们
膝下围绕，长长久久地享受着天伦
之乐。而对我来说，安全不仅是这
些深深的情感，也是对家人的那份
浓浓思念。

我小的时候，爸爸是做拆房子工
作的，那时我觉得安全就是每天和妈
妈、哥哥一起等爸爸回家吃晚饭。

我工作上班了，每一次打电话给
父母，他们都会叮嘱我：“照顾好身
体，工作时要注意安全！”这时我就觉
得安全是向家人互通平安。

现如今，安全对我来说，他变得
越来越具体。每天到厂换好工作服，
戴上安全帽；到作业现场，查找隐患，
巡检作业面……不知不觉，我来金冠
铜业分公司已有四个年头。

想当初没进公司之前，我时常想
像着工厂是什么样？是不是厂门口也
写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
家去”的标语口号？实习时，听到老师
傅说有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发生
这样或那样的安全事故，最终导致残
极。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顶多不
就是磕磕碰碰什么的，哪会有多严
重！直到我亲眼见到了这些“特别”
的人，看到他们有的腿会短一截，有
的没有手臂，还有的身上有大面积的
烫伤疤痕，这时我逐渐对安全产生了

敬畏之心。
来到公司，从试生产到全面投产，我
写了很多关于故障预知预想和有关
安全的合理化建议。身边常常有人会
说：“写这些有什么用？该发生的还会
发生，又不会因为你写了这些就不发
生了！”。特别是在 4 月 29 日，电解
进口行车发生故障后，当时我就是行
车驾驶员，事后我也在想，是不是事
故真的就无法避免了呢？那段时间，
我很困惑。直到我后来看到一则新
闻：中国产煤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35％，死亡人数却占了全世界总量的
近 80％，为什么和别人干同样的事，
中国的死亡率却如此之高呢。这其中
确实和相关制度的不健全有关，但是
与人的安全意识也十分相关。我想：
既然事故我们无法杜绝，那我们可以
完善我们的制度啊！随后，我参与了
进口行车的维修工作。在这次事故发
生之后，我对安全有了更深的了解和
学习，此刻我才真正地了解到它的含
义：“安全可能会长久的伴随你左右，
你甚至觉得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但是
当你有了一丝丝放松的时候，事故有
可能就在下一秒降临。”这不是危言
耸听，安全工作永远没有“够了”这
一说，永远只能做得更好！因为安全
不是一个人的事，它可是全家人的牵
挂！

如此，安全慢慢在我心中是从
抽象词汇到具体经历，它伴随着我
成长，从最初的初识到逐渐了解它
之后的敬畏，再到认识到它的深刻含
义。

汪超

成长岁月话安全

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开展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责任，坚持经常
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注
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
力，掌握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
方法，引导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
性，促进企业发展。

坚持经常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渗透力。为基层开展经常性思想政
治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领导班
子素质，增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自
觉性，开展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
首要环节。工作中，领导班子在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要树立两手
抓的共识，形成抓生产建设这个中心
的合力，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
发展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开展
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统一
到如何调动和保护职工的积极性上
来。

一是宣传鼓动课题，把动员、鼓
动、宣传好人好事，总结表彰贯彻到
安全生产中，达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
目的。二是防范课题，就是经过思想
形势分析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进行预测，确定教育内容，达到“预则
立，不预则废”的目的。三是解决普遍
性问题和个别思想问题的课题，采取
普遍性教育和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
法，实施教育和疏导。四是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关心职工生活的课题，这是
在实际工作中对基层领导的基本要
求，也是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
一个重要方面。

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
的效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重针对
性，针对性是实现经常性的具体体
现，实践中把握思想工作的针对性。
针对任务定内容，旨在提高职工队伍
的整体素质。目前，矿山安全生产建
设和安全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
中要做到针对任务定内容，在每完成

一项任务中，把握宏观控制，这就要
求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一是结合本区
队工作实际，把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
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做好“形
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的基
础上，及时宣传先进，表彰好人好事，
提倡奉献和奋斗精神，形成人心向上
的好风气。有针对性的开展经常性思
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二
是搞好安全生产工作。通过思想政治
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主动查找、整
改事故隐患，勇于同违反安全管理制
度、规定的行为做斗争。三是结合信
访稳定工作，使党员干部能够严格落
实稳定工作责任制，及时掌握职工思
想动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
谐企业的建设。针对容易出现的问
题，提前预测组织教育。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要依据思想形势分析
提出问题，对在完成生产任务中可能
出现的情况，要树立超前意识去预
测，把容易出现的问题作为政治教育
的内容，用以保障区队职工的思想建
设健康发展。在平时工作中，应及时
对职工进行劳动纪律、遵守职业道德
的教育。在职工中进行“假如我是一
个用户”、“假如我是甲方” 的教育，
启发职工遵章守纪的意识，用以加强
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性。针对
不同人员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

在做好旨在加强整体素质建设
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具体人的工作，
而且要真正做到点子上，因此应掌握
具体方法和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一是
细心观察分层次，调查研究讲方法，
职工年龄大小、知识结构、个人经历
这些不同方面带来的思想问题也是
千差万别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形式
也是不一样的，应细心观察。二是大
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坚持大道理管
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该讲大道
理时，必须要讲，只有在道理上讲清
楚，才易收到好的效果。 文泽

坚持经常性 增强思政工作的渗透力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遥首期望的终
点，安全则是通往终点路上的列车，如果你
在飞驰的列车上欣赏沿途的风景，最重要
的是要在欣赏美景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安
全，在生命的面前，一切话语都显得苍白，
在痛不欲生的亲人面前，再多的悔恨都显
得为时已晚。

安—全，在唇齿的开合之间，是一个很
轻易就说出来的词汇，可是它很沉重。这个
词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耳边不
知重复了几千几万遍，它蕴含在母亲虔诚
的祈祷里，父亲期许的盼望中，朋友同事的
笑脸上。“宝贝，绕过前面的石堆。”这是母
亲的指点；“孩子，远离你身边的小河。”这
是父亲的叮咛；“同学，请认真学习。”这是
老师育人的教诲；“同志，请戴好安全帽。”
这是企业对员工的要求。

企业为了长远的持续发展，在安全上
也是毫无保留地投入。近几年来，我们的企
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如体系文件、
部门文件和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管家婆般
将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和注意的事项安排

的叮嘱到点滴入微。企业不间断地举办各
类培训，培养员工“我要安全”的意识，提
高“我会安全”的能力。但是，尽管如此，
“违章屡禁不止，隐患没有消除，事故未能
避免”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事故屡见不
鲜、屡杜不绝，给企业、家庭及个人的生活
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化工企业是事
故的多发企业，我们平时操作的一台台起
重机械像一只只温顺的大象，将一捆捆铜
线、一车车废箔加入溶铜罐。它们都在乖乖
地为我们服务，可一旦我们违反了安全操
作规程，它就马上翻脸成了一只恶虎，张开
血盆大口毫不留情的吞食我们的肢体，轻
则皮肉受苦，重则断筋折骨，甚至使宝贵生
命丧黄泉。

在溶铜工段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小心，注意安全！”。虽然只有短短的 6
个字，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包藏了太多太多
的含义：它既有关爱，也有警告，更有一种
对生命的敬仰。所谓关爱是因为家人希望
看到一个健康，笑容绽放的你，所谓警告
是要你认真做好这项危险性高、难度大的

工作，不要麻痹大意，暂且不说人们对这
句话的理解会有多深，但防患于未燃的周
全是每一个人必须想到，并且必须做到
的。身为溶铜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自身岗
位的专业知识，认真学习安全制度。每一
条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都是在一起起血
的经验教训中积累而来，它不是束缚我们
的枷锁，而是指引我们正确前行的航标，
只要我们认真的学习，严格的执行，“事
故是可以避免的”。在进行每一项工作
时，首先要问问自己，“这样做违章吗，安
全吗？”。目的就是要把“安全第一”的思
想植入我们的大脑，培养正确的安全行为
观。行车作业由于其操作的特殊性，受一
些突发事件情况影响，操作中常常会出现
一些安全隐患，如果思想上稍有麻痹，隐
患顿时就如同恶魔出现而演变成血淋淋
的事故。现场每项作业任务我们可以将其
单独划分成一个小的“项目”，即使小到
卸车，我们的班长、我们的操作人员从作
业前的策划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安全上的
每一个细节。通常铜线来了，我们一般会

以三个人为一小组，那我们的小组是否对
每一项都能考虑到了吗？安全设施是否齐
全？多大的钢丝绳合适？货物的重心、重量
是否清楚？采用何种的捆绑方式最为安全
而不是最为省力？仅仅就是卸车，如果上
面列举的几项我们忽视二项，而不是先把
每一项问题考虑清楚，没有 “三思而后
行”，这其实就已经给我们安全留下了极
大的隐患。

安全，对于职工意味着机器设备的正
常运转，更意味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安
康，安全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你听，
责任重于泰山的谆谆教诲声犹震耳！你
看，从工段到工场，所有的人员正在自己
的岗位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地
工作着———安全是灯，照亮了生命之路！
安全是路，引导着生命走向新的辉煌！

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个人的安全，为
了家庭的幸福，请拿“安全”当回事，因为
只有安全在心，生命才能在手，安全生产，
应该有你，有我，有大家护航。

汪明

一位溶铜工的安全随想

舞蹈《圆梦使者》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