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2月 1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时 风
企 业 文 化

在我入职铜冠冶化分公司培训临将结束的
时，公司有关部门赠送给我们新进大学生每人一
本 《创造成就未来》———“我与我的铜陵有色”
故事集（一），叮嘱以后可以利用工余或闲暇时
多看看，多了解铜陵有色的发展历程和辉煌业
绩。

作为一名 80后的年轻大学生，第一次看这
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被封面上的四张老照片———
“简易茅草房下的会议”、“人力拉矿车”、“火区
抢矿”、“熔炉青烟里的操作工” 给深深地震撼
了：那时候的工作条件怎么会这么差啊！翻开故事
集，时间似乎穿越到了铜陵有色梦想杨帆起航的
地方，不难想像，那是怎样的场景:一片片野草丛

生的黄土，一个个面色蜡黄的工人，一件件简陋不
堪的工具，在人人很难吃饱的年代，许许多多的铜
陵有色老前辈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了快出
铜，多出铜，出好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不惧困苦，就在铜官山这
片黄土地上筑起了铜陵有色梦，让中国古铜都再
现辉煌，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毅力啊？一本书，
33万多字，浓缩了前辈们为铜陵有色打拼的奋斗
历程。

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在 《我的矿工身份
永远不变》 一文中回忆到：“当时的矿务局坐落
在铜官山脚下，到处是荒山、野草、芦苇荡，生活
条件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
没有，只有一条日本人留下的小铁路通向江边，
生产设备也是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十分落
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
者们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在一片黄土废墟上，开始了铜陵有色最初的
创业，他们住茅草房、吃粗杂粮、喝溪水，用双手、

锄头、木板车等简陋工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
的困难和压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铜官山这片荒凉破败的黄土
地上，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铜官山矿井及选矿建
设，建造出了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铜冶炼
厂。卢荣景书记难忘当年：干部不舍得吃荤菜，尽
量让给工人吃，党员干部带头吃苦；刘玉恩经理
面对文革结束遗留的烂摊子，3 年没有歇过一个
礼拜天，没有睡过一次好觉；胡银仙师傅为抢修
硫酸转化器管道，在狭小的空间连续作业直至晕
倒被抬出……

去年 7 月，我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铜冠冶化
分公司动力车间，从事技术工作，动力车间担负
着铜冠冶化分公司配电、制水、余热发电三大重
任，有汽轮机组、发电机组等重点设备和 110KV
变电所等。为保障设备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车
间积极创新管理思路，创建“五型”班组，余热发
电班先后被铜陵市总工会、安徽省总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称号。对于我们这些刚刚

走出“象牙塔”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工作经验、工
作方法、生产情况、设备类型、工艺参数等都缺乏
了解，看待和处理问题有时就有些简单化、思维
单一化，工作上有时候出一点状况，遭受一些挫
折。车间领导和同事们对我非常关心，手把手地
教我，我也逐渐成熟起来。读了这本书，看了卢书
记的文章，我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了，有
色前辈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青年人学习。参加工作一年多来，我一直用这
些前辈们的事迹来激励自己，这些前辈都是以苦
为荣、苦中作乐，没有他们几代人为铜陵有色梦
的辛勤付出和保驾护航，就没有铜陵有色今天的
辉煌。

细细品味书中故事，我感到它不是简单的一
本书，而是有色老前辈们的创业史，是铜陵有色
6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积累、传承；是有色精神 60
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沉淀、凝聚；是有色梦想 60多
年发展历程中的奠基、绽放！

宋新勇

发扬不畏艰难 顽强拼搏的精神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后感

风轻日暖时，坐在规划整洁的草坪上，看着
在蓝天辉映下，硫酸系统协调稳定的运行着，我
知道，它包含了开拓者的多少汗水；看着统计薄
上年产 145 万吨硫酸的骄傲成就时，我明白，它
蕴涵了先行者的多少经验；当我读完这篇故事
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人成长历程中的曲
折蜿蜓和一个企业创业发展中的委曲转折。

故事中讲述:一名下乡知青，接到铜陵有色
公司录取的通知，兴高采烈地赶了 80多里路，乘
火车、坐轮渡，来到满怀憧憬的城市铜陵，却随队
来到荒凉的地方，简陋的宿舍，艰难的环境，想像
之中落差并没有让他气馁，知道自己即将从事制
酸工作，虽然懵懵懂懂，但却抵挡不住他认真学
习和主动求教的热情，两年半的努力学习让他拥
有了基本的理论知识，不再像当初那般迷茫。想
像自己，同为一名制酸员工，毕业之后来到金冠
铜业分公司从事制酸工作已有两年，因为上班之
初，自己也是无专业知识、无工作经验，从零开
始，所以更能深刻体会文中知青踏向前方的每一
步是那么的不容易，优越的条件和标准化的教育

培训，让我感觉更加的知足与幸福，公司有宽敞
舒适的餐厅，有热水充足的澡堂，这使我不禁联
想到文中第二冶炼厂还在基建时期，砌围墙、砌
澡堂、砌宿舍、用水难，吃饭环境简陋，冬天没有
热水，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即使再艰难，
也难不倒他们众志成城辛勤开荒的双手，这双创
造未来的手，给了我面对今后无形压力的勇气，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我们敢于撕开眼前的黑
暗时，光明的希望一定就在前方。

创业之初永远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第二冶
炼厂基建初步完成的每一步同样步履蹒跚，实
战经验的缺乏更是前进方向的拦路虎，面对各
种问题，知青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摸索成功的
渠道。试开车三天，他们连班倒，困了就现场找
个地方偎一下，凭借这份激情四溢的热情，取得
了自打那以后，硫酸车间历年试车都一次性成
功的成就，可试开车的顺利进行并不代表之后
生产是平稳顺畅的，落后的开车升温条件更是
让职工吃尽了苦头，人工烧煤预热，并且一连烧
四五个班，那样的劳动强度是我们难以想像的，

除了这些，由于当时烟含尘重等原因，除尘设备
经常堵塞，同样让他们头疼之极，对比他们，我
们的环境和条件是很优越的，可人不能忘本，没
有他们用辛勤的双手打拼下的基础，也不会有
我们现在舒适的工作条件；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对于他们，我们除了抱有敬佩之心外，更多
地应该拥有感恩之情。随着生产一步步进行，经
验的点滴积累，科技的不断进步，当时硫酸生产
克服了净化效果差、成品酸质量差等一系列问
题，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年产 3 万吨
硫酸到年产 54 万吨质的飞跃，让我们为之震
撼，更让我们看到硫酸在生产发展中改造的每
一步走的是如此的坚定。文中最后一句话让我
十分感怀，“工厂硫酸生产工艺的发展给我最大
的感受和宽慰的是，硫酸的尾气烟囱再也不像
过去冒着大烟了，我们的生产环境得到了非常
大的改善”，在他们攻克层层阻碍取得丰硕成果
时，依然不忘对环境的爱惜，这份情义与胸怀是
我们应当永存和传承下去的正能量。

他是一名下乡知青，从对硫酸生产工艺的懵

懂无知，通过自己努力的学习和辛勤的劳动，多
年累积的经验使他慢慢成为一名行家能手，一段
缘，成就了一个人，承载了一份情，他的成长伴随
着一座工厂拔地而起逐渐发展成为大厂的历程，
这段历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其中的辛酸不是只言
片语能够诠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种种未
知的挑战，他毅然决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属于
他的希望，叙写着他生命中最精彩的那一页。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坚持自己的信
念，无论前方是坎坷还是平坦，勇敢的走下去，逆
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
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我们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向前挺进，除了感叹“巨人”的伟大时，更应
将“巨人”脚踏实地、不畏艰辛、积极创造未来的
意志传承下去，我们在继承前者意志的同时，更
应体现创新精神，推陈出新；在新时代、新面貌的
今天、明天和未来，绽放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增添
光彩，坚守信念，努力往前飞，一定会有属于自己
的那片蓝天。

李 宏

脚踏实地 不畏艰辛 增添光彩
———读《我与制酸岗位的缘》有感

有色人艰苦创业的历史，创业、发展征途的
故事，记录在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
铜陵有色”故事集这本书中。

书刚上手，就给我一种庄严的厚重感。书的封
面很有意味，铜紫的外壳一下点出了铜陵有色的
主题。封面照片上，一群矿井工人正围坐在一起，
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当时所处的
环境一定相当艰苦，然而从照片当中却让人能感
受到的只有温暖和充实。最平凡的井下工人，是我
们当今所有铜陵有色人的先驱，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模范，致敬的榜样。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就
想起当年的创业辛苦，难题就显得渺小许多，解决
难题的勇气和意志就会充满全身。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
色”故事集，让我感到这是一本独特的历史书，
书中没有史学家乏味的说教，没有乏味的数据的
堆积，而是每一位走过铜陵有色创造、发展、辉煌
历史的见证者们的所见所闻，再化诸笔端。书中
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铜陵最早的发电厂，到铜官
山矿务局的故事；从铜陵第一家电影院———工人
电影院，到冬瓜山铜矿工程的建设；从天马山矿
业公司选厂的恢复生产，到铜陵有色循环经济工
业园的筹建运营，再到铜山铜矿选矿的重生……

《铜加工产业链上的翩翩骄子》用了较长的
篇幅为我们展示了金威创业初期所遇到的种种

难题，以及金威前辈们迎难而上兵来将挡的气魄
和精神。金威铜业在正式投入生产之前，经历了
四大阶段，分别是奠基阶段、筹建阶段、建设阶段
和试生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保留着金威公司人
难忘的回忆。

1、不故步自封，勇于开拓。铜陵有色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批恢复兴建的国有大型企业，在过
去几十年里，铜产品也仅仅只做到粗铜。但铜陵
有色并没有原地止步，而是积极拓宽铜产业链，
发展铜加工技术。一时间，生产电解铜的金昌冶
炼厂、中外合资的铜冶炼企业金隆铜业等铜加工
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金威铜业正是顺应这一
潮流应运而生的产物。

2、嗅觉敏锐，目光长远。1997年，铜陵有色在
对国内铜加工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选择了铜管、
铜棒和铜板带等加工项目。铜陵有色认识到电子
信息产业的光明前景以及汽车、军工产业在国计
民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选择了可广泛应用
于高品质要求的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军工、机电、
仪器仪表、日用五金和装饰等领域的铜板带项目。

3、一丝不苟，精益求精。1998 年底，由当时
有色计划处和洛阳设计院联合成立了铜板带项
目调研组，对国内铜板带生产状况、发展趋势等
进行了详细调研。国内上百家铜加工企业被调研
组的成员们跑了个遍。结合实地调研获取的信息

以及各处搜罗的海关方面的资料，一份沉甸甸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终于出炉了，并得到了国家和省
政府的批准和支持。我想，磨刀不误砍柴工，任何
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

4、三人行必有我师。筹建之初，在产品、工艺
及设备选型的问题上，专家们意见未能达成一
致。为慎重起见，公司成立了专业考察团，远赴欧
洲、日本等国际铜板带生产一流企业展开学习。
走出国门后，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国内铜加工业与
国际水平的差距，更加激发了金威人迎头赶上的
志气。一叶障目不可取，放眼学习始为真。三人行
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取
长补短，这一古老的民族智慧在金威的筹建之初
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5、人才培养，别具一格。人才困境是创业者
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当时有色经济效益下滑
导致了人才外流；二是人才结构的偏向性严重，
采矿、选矿等人才充裕，但从事铜加工的人才稀
缺。为了突破这一困境，金威人的解决方案是：对
于理论型人才，采取“眼睛向内，自己培养”的方
针，选拔机电专业人员到中南大学委托培养；对
于实践型人才，采取“东方不亮西方亮，同行不
行找相似”的方针，在国内寻找钢板带、铝板带
等加工厂，组织员工学习。

2003 年，项目正式获得国家批准，厂址选择

尘埃落定。万事俱备，只欠开工。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有人都干劲十

足，每天晚上加班到 10点以后是常事，每天都接
受着太多了新知识，来自大江南北与世界各地的
同行络绎不绝。设备的安装工作富有挑战性，文章
中特别举出了意大利米诺粗轧机牌坊安装的经
历，当年整个牌坊安装工作整整用了3天。金威人
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再次折服了我。

试生产是对所有前期工作的测验，金威人最终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黄铜炉组、热轧机组、粗轧机
组等相继投入测试并取得成功。2006年9月15日，
公司第一批11吨铜板带产品交付到了客户手中。

经历了初创期的四大阶段，金威铜业正式扬
帆起锚，虽然迎接我们的可能不是风平浪静，但
金威人勇于开拓、目光长远、精益求精的品质，择
善而从、别具一格的精神，必将引领金威向着更
前方远航。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65 年
前，创新、创造精神就融入我们的血脉筋骨。它在
我们的生命里腾升起无尽的能量，引领我们在一
次次风雨如磐中精彩跨越。今天，“创造成就未
来”的价值观指引着我们，在肩负振兴民族有色
工业、打造百年铜冠的新征程中，凝聚起无坚不
摧的强大力量，接力向前，奔向那更加美好的远
方。 刘 达

创新 创造成就未来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有感

工作之余，坐在办公桌旁，随手将《创
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色”
故事集（三）拿在手上，细细读来。当我看
到金昌冶炼厂（原第二冶炼厂）陈美深副
厂长撰写的《第二冶炼厂电解铜诞生记》
这篇文章时，文中那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形
象，以及书中那一张熟悉的电解槽照片，
仿佛时光倒转二十多年，一切均历历在
目，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从有色技校
毕业分配至金昌冶炼厂（原第二冶炼厂）
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了。后来，由于
各项工作原因，我所在的车间又划归稀贵
金属分公司。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时光，
越来越觉得在有色工作是我的荣幸。在这
二十多年时间里，我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变
化。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经历着奋斗与
艰辛，感受着收获与欢笑。二十多年的点
点滴滴，填充了我人生的美好记忆，在漫
漫长路上留下了我成长的足迹。

八十年代末，我从一名刚从学校毕业
的中学生，有幸通过篮球这一特长，被招
入到有色技校这一社会大学堂。通过在有
色技校学习的三年期间，我终身难忘，受
益匪浅。当时，我才知道有色公司是铜陵
市大型企业。我能成为一名有色员工而高
兴。技校毕业之后，我到金昌冶炼厂报到
的第一天使我牢记了 “没有安全就没有
一切”的安全理念。当时，我被分配到电
解车间，当时的电解车间主任领着我和另
外一名校友到车间安全员办公室接受三
级安全教育。随后，我又被分配至维修工
段下设的电工班，从师于卢鼎铭师傅。在
每日的上岗之前，卢师傅都详细介绍每一
个工作现场、设施设备以及各种安全注意
事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安全注意事
项。卢师傅是一位严师，坚持以“安全生
产，预防为主”为准则，认真组织和开展
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稳定工作从来不
打折扣。

我在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电工班一
干就是十几年。2003 年初，由于工作性质
的不同，金昌冶炼厂的全体维修人员又
被整合为设备维修中心。2004 年 4 月
份，我又被调入金昌冶炼厂贵金属车间
从事材料员（兼职）。在外人看来，车间
材料员一职是一项很轻松的工作，当我
真正做这份工作之后，才体会到其中的
辛苦。当时要管理车间各种消耗、维修等
材料的申报和领用。在每日的工作期间，
我时刻牢记和不放松安全这一警绳。
2011 年 7 月份，金昌冶炼厂贵金属车间
又被整体划归稀贵金属分公司。我不仅
要协助车间领导抓好材料管理工作，还
要认真落实各项领用制度。始终把本职
工作放在首位，履行自己分内的职责，严
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各项材料审
批、领用关，对不符合领用规定的一律禁
止领用，坚持执行“一支笔”审批制度。
从 2014 年 4 月份起，我还兼管车间计划
生育工作，定期将计划生育报表和相关
计生文件上报和下传。并且不定期与车
间女工促膝畅谈，了解她们的工作和生
活情况。在我从事这些工作以来，车间师
傅们认真负责的态度，默默无闻的工作
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也从中获取了
更多的经验和快乐。凭着这份敬业的精
神，凭着这股执著的干劲，我所在的车间
也被金昌冶炼厂和稀贵金属分公司多次
评为先进单位。

我想我是幸运的，走进了一个和谐而
充满活力的集体，每一个人都热爱着自己
的工作，并在努力地提升自己，我要勤奋
努力工作。一路走来，我在学习着、收获
着，在企业中快乐的成长。金昌冶炼厂和
稀贵金属分公司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
证了她们逐步走向壮大的发展历程。我们
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相携，不断进取，伴
随有色集团公司一起开拓、壮大。让我们
一起努力，用智慧和力量，与集团公司一
路同行！

徐 萍

与有色共成长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后感

规矩，是一种准则，也是一种约束，
更是一种境界和责任。守纪律、讲规矩，
不仅是对党员党性的重要考验，也是衡
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硬性标准。
我认为，广大党员干部是否能自觉遵循
“三严三实”的要求，其践行的切入点就
是懂规矩、畏规矩和守规矩。

一、加强修养，懂得规矩
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守规矩”，首先

必须要先“懂规矩”。严以修身、严以律
己、严以用权，既是做人道德水准、思想
境界的表现，更是党性修养、作风养成的
体现。

严以修身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一个
党员的道德基础。古人云：“做事先做
人，做人先立德”、“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明代有位谏官杨涟，他为人光明磊
落，从不巴结权贵。有一次，杨涟与友人
伍袁萃谈起做人为官之道。伍袁萃说：
“做人须把人看得重些，做官须把官看
得轻些。该重的看轻了，必定失去道义；
该轻的看重了，必定变得贪鄙。”杨涟颇
感有理，接着补充说了一句：“为一己之
私谋富贵，应当把官看得轻；为国家百姓

执法制，应当把官看得重。”杨涟任常熟
县知县时，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
舍，微服察访，了解到不少乡里百姓的疾
苦，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

严以用权是为党员干部的规则“红
线”。一切权力皆来源于人民。“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的手
段而不是为己或他人谋私的工具。党员
干部要对手中的权力产生敬畏之心，敬
畏权力就是时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之心。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权力，对权力
的来源、范围、实质、行使的后果及效用
有更清醒的把握，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

严以律己是确保为政清廉的保证。
古人有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因此，正人必须先正己，党员干部
要从严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按原则
办事，防微杜渐，“宁受一时之寂寞，毋
取万古之凄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

浩然正气。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布局，而实现“四个全面”
的过程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取决于各级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决于广大
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习近平总书
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党内必须加强
懂规矩教育，把懂规矩、守规矩作为衡
量一个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各级
党组织及领导班子要经常检查各项规
矩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
不按规矩办事的干部要严肃批评教育，
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党员是党的
细胞，是党性的直接体现者。党员的党
性修养必须长期坚持，是保持党的先进
性的重要条件。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增
强党性观念，才能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才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

二、恪尽职守，敬畏规矩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

言有所规，行有所止。”一个人如果失去
敬畏之心，为人处世就可能变得狂妄自
大、肆无忌惮，甚至贪得无厌、无法无天，

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而党员干部如果
对规矩丝毫没有敬畏之心，无视党纪国
法、任性而为，往往是自甘堕落、腐败变
质的源头。

敬畏，不是说在日常工作中畏首畏
尾、首鼠两端，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认
识到民心民意不可违背、客观规律不许
违抗、党纪国法不容践踏，始终保持“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无愧于组
织、无愧于企业、无愧于职工群众。党员
干部保持敬畏之心，不仅是一种人生智
慧，也是自身修养和品行的体现。面对
组织，心存敬畏，就要增强对组织的归属
感，自觉维护大局；面对职工群众，心存
敬畏，就必须找准自己在职工群众中的
位置，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面对
民情舆论，心存敬畏，就要时刻不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把职工群众当镜子，防微杜
渐，慎始慎终。

古人说得好：“畏则不敢肆而德以
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党员干
部唯有敬畏法纪，恪守“三严三实”，才
能慎初、慎微、慎行，确保忠诚、干净、担
当。

三、知行合一，严守规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
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
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党
员守规矩，是党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建立
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脑中有规矩、心
中畏规矩，但只有“知行合一”严守住规
矩，才能使规矩焕发生命力。

守纪律、讲规矩，就是我们对党的忠
诚。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党的章程。党
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
矩。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
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在
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
力，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
范。其二是遵守党的纪律。党规党纪严于
国家法律，党规党纪更加强调自觉性和
义务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
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
乱纪行为作斗争。其三是遵守国家法律。

俗话说，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一切
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是
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作为党员干
部，更要带头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
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只有所有社会成员
都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才能维
护正常社会秩序、创造良好社会氛围，才
能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其四是党员干部要在守规矩上做好表
率。俗话说“上行下效”、“风成于上，俗
化于下”，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坚持按
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切实树立标杆、
作出表率。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安
排和纪律约束，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党
内组织生活等组织制度，要用规矩明方
向、辨是非，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令行禁
止。在严守规矩方面，党员干部标准要高
于普通党员，要求要更严，无论在工作还
是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按党性原则办
事，按政策法规办事，按制度程序办事。
心里装着规矩，自觉维护规矩，及时矫正
不轨行为，使守规矩成为自己的自觉行
动准则。

彭长月

恪守共产党员的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