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教育是人生第一教育，节假
日正是开展劳动教育，让孩子们理解
以智慧创造生活、以劳动获得幸福滋
味的好时机。

据天津电视台报道，今年 “五·
一”放假期间，天津市和平区天新里
社区推出“家务特训营”活动。社区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学习做居家卫生
整理、做饭烧菜等家务活，培养 孩子
们的劳动技能和热爱劳动的精神。

家务劳动是每个人学会生存的
起点。然而，多年以来许多家长都把
功夫用在孩子们的智能开发上，却忽
视了孩子的劳动培养和品德教育。据
中国教育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统计，
有 80%以上的家长不要求孩子干家
务劳动，甚至在学校里打扫班级卫生
的活，父母或爷爷奶奶也主动前去代
劳，只要学习好，能考高分就行。其

实，我们的老祖宗是很重视培养孩子热
爱劳动习惯的。“家中虽有万贯财，不爱
劳动亦枉然”，这是古人的家训。宋代著
名理学家、诗人朱熹在《蒙童须知》中写
道：“夫蒙童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
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
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朱熹认
为孩子只有从小在家做到“于洒扫进退
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
才能通达事务，有所作为。现代科学实验
证明，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锻炼手的功
能、开发脑的潜能、促进脑的发展重要途
径，心灵必须手巧。如今，很多孩子缺乏
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正是家长
对孩子过分溺爱，不明劳动价值和意义
的结果。

南宋著名大诗人陆游说得好：“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家长
朋友们，教育孩子多做家务劳动本身不
是目的，通过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
意识和生活能力才是重要的。希望家长
们要记住一位名人的话：“用勤奋劳动
织网，在知识的海洋中捕捞，任凭狂风惊
涛，收获一片辉煌！”

让孩子学会做家务好
□殷修武

5月 4 日晚上 8 点多，暮春时节
的天色在此时已暗了下来。经过整整
一天扶贫走访工作后的张敏，刚刚吃
过晚饭。从早上 8点开始就一直没歇
过片刻，加上从中午开始便一直隐隐
作痛的胸口，张敏显得有些疲累。“还
是去乡卫生所看看吧。”看到张敏面
色苍白，一同走访的钱铺乡黄岗村党
支部书记王和平劝道。

“不了，没啥问题，我回去休息会
就好。”张敏又一次谢绝了就医的建
议，而这样的结果已在王和平的意料
之中，“老乡们的这些事都耽误不得，
我身体没事。”从中午身体出现不适
以后，张敏就一直忍耐着。

然而，心口的疼痛却愈发严重，张
敏有些艰难才站起身来，细密的汗珠
从额头不断渗出来。王和平与村会计
王五四见状，立即将他搀进了旁边的
乡卫生所。值班医生钱超经过诊断，初
步判断可能是心脏出现问题，“应该
没关系的，要不您给我开点止疼药，我
休息一晚就成。”张敏捂着胸口，转身
对王五四说，“明天我们还有你联系
的 45 户村民家得走访，这一去一回
太耽误时间了。”

“这可不行，你这样的情况必须
马上去大医院做详细检查。”在医生
和两名同事的坚持下，张敏被送往市
立医院，被确诊为心肌梗塞，连夜进行
了心脏搭桥手术。“幸亏及时送医，要

不后果不堪设想。”听张敏的主治医生
说完，王和平与王五四这才松了口气。

是他，在泥泞与贫困中拓荒
一栋 1992 年建造的土窑砖房，一

间不到 30 平方米的房间，用彩钢板从
中间隔开，这就是张敏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进门的办公桌是这间屋子里最 “豪
华”的“家具”，两本扶贫日志就摆在桌
子的右边，中间蓝色的文件夹里，《贫困
户自主经营产业脱贫奖补项目及标准》
放在了第一页，这正是 5 月 4 日当天，
张敏走访的主要工作内容。

水产养殖、养殖生猪、养殖禽类、养
殖牛羊、种植蔬菜、种植特色农产品、种
植中草药、林业种植……为了便于村民
理解，张敏将国家产业扶贫政策分成了
一个个小项，分条块列在宣传单页上。每
到一户村民家中，他都要逐项解释给村
民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所适应的
政策也不一样，他每次都解释的很详
细，”王五四介绍说，“要是遇到村民不
识字的，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他们
听。”黄岗村拥有贫困户 188户，是钱铺
乡人口最多的一个村，且占地 11 平方
公里，村民居住较为分散，这样细致的走
访讲解，张敏常常就从白天说到了黑夜。
对于张敏的勤恳，与他共事一年多的黄
岗村主任王江发感触颇深，“他比我们
还累，每个星期吃住都在村委，有时候周
末都留在这。”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想要
改变贫困的决心。黄岗村虽占地面积广，
人均耕地和山地却都极为稀少，又因技
术落后和设施匮乏，种植、养殖产业都无
法实现规模化，贫困在这里，如夜幕般和
大山一起，将村庄围困着。

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找到适宜当地发
展的“门路”。在张敏5月12日的扶贫日
记里，他这样写道：帮扶应以帮为主，让其
造血而不是输血。那么血究竟该如何造？
老百姓的生活如何保障？这些问题遏制着
黄岗村的未来，也重重的压在了他的心头。

刚来到黄岗村的那半年，他没日没
夜的调研走访咨询，村里交通不便，他
就开着自己的私家车，遇着不通车的地
方，就走着去，有时候想把情况弄清楚，
同一户他一周都得跑个五六次，这个也
是农村出来的汉子，在机关单位与扶贫
一线之间，主动选择了后者。

脚踏泥泞，俯首躬行，2016 年，张
敏洒下的汗水，在黄岗村的土地上，埋
下了希望的种子。经过协调，该村获得
195 万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
台电脑、1 台打印复印一体机、新的办
公用品出现在了村委办公室里；8 名贫
困学生获得了爱心助学金 8500 元。目
前，他主导制定的“茶厂改造项目”也
进入了实施的第一阶段，50 名赋闲在
家的贫困家庭村民得以就近就业。下一
步，张敏计划发展互联网 +，拓展茶叶
销售渠道，让黄岗村的浓郁茶香飘得更
远。 （下转第二版）

———记铜冠物流公司驻枞阳县钱铺乡黄岗村扶贫队长兼第一书记张敏

他累倒在扶贫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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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组织各党支部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将此项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在天马山矿业公司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结合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该公司把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突
出重点、聚焦主题，细化方案、精心实
施，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宣
传报道，形成强大舆论声势，营造浓厚
学习贯彻氛围。

该公司各党（总）支部以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制定
培训计划，开设不同类型的党课和微
党课，确保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在集体学习的同时，党
员干部结合岗位职责，突出学习重点，加
强个人自学，重点学好用好《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等中央审定的学习教材。

为使活动取得实效，该公司建立健
全并严格执行学习考勤、学习记录、学习
通报等制度，推进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
理论学习测试常态化，构建党员自觉学
习、深入学习、持久学习的长效机制。同
时，该公司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
彻情况纳入党建检查考核和管理人员综
合考核，把督察和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
用、奖惩的重要参考，对学习贯彻不力的
依纪依规严肃问责，限期整改。

朱艳 杨积信

天马山矿业公司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即日起，铜山矿业公司
开展为期半年的“明星员工”主题宣
教活动，展现“明星员工”风采，弘扬
主旋律,宣传企业正能量。

该矿业公司此次开展的主题宣
教活动包含电视征文和摄影比赛，宣
扬“我身边的明星员工”在各自岗位
上勤奋敬业、勇于创新、敢于奉献的
职业素质和高尚情操，旨在以身边人
讲身边事，身边人拍身边人，扩大
“明星员工”的辐射力和号召力。刚
被评为集团公司劳模的陈官社，中深
孔打眼连续两年蝉联桂冠；陶勋国不
忘初心，问鼎大孔钻岩机，带领班组
向机械化智能化迈进；支护工易士杰

因地制宜，改进支护方法，安全高效地
解决了围岩差、地质复杂的作业环境，
为爆破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
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 “明星员
工”们以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拼搏进
取的争先意识和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
激起该矿业公司员工学先进、赶先进，
争做明星员工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振
了全体员工的精气神。

据悉，该矿业公司全员创星活动开
展七年来，已涌现各类“明星员工”120
多名，80%以上都奋战在生产一线，日
前该活动被评为安徽省第二批文明单
位创建十佳品牌。

余飞

铜山矿业公司开展“明星员工”主题宣教活动
展“明星”风采 弘扬主旋律

铜冠黄铜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认真开展拉拔作业。铜冠黄铜公司为确保实现今年产销 1.2 万吨产品计划目标，积极着手解
决制约产能发挥的突出问题，根据设备现有状况，合理分配产能，采取柔性生产策略，发挥好每台设备技术优势。并不断优化
劳动组合，提高机组工时工效、全员劳动效率和设备利用率，特别是注重提高班组计划的执行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产能有所
提高。 王红平 汪勇 摄

本报讯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
动员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广泛动员全体
职工、全体建设者，坚守安全红线，自
觉抵制‘三违’，不断增强安全环保意
识，为持续保持安全环保工作良性循
环，为确保 7 月 1 日顺利投产而努
力！”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对全
矿和外协单位员工发出安全环保工作
总动员。

今年，该矿业公司围绕“矿山零事
故，地表无轻伤，班组无隐患，个人无
违章”的安全环保方针目标，持续开展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主题活动，通
过安全环保宣誓、安全环保职业健康
知识培训和考试、安全一家亲、安全环
保文艺表演等具体活动的实施，提高
全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同

时，对外来施工队伍做到无差别管理，
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监督，协助建立排
查隐患、反“三违”、安全教育培训等
长效机制，真正落实业主负责制。

该矿业公司结合“专家会诊”，全
面排查安全隐患，防范系统性的安全
风险发生。公司、车间、班组、岗位安全
实行自检和互检相结合的方式，发动每
名员工都参与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深
入排查各生产系统、各工艺环节、各工
作岗位安全生产隐患，对排查出来的事
故隐患，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实行
闭环管理。违章不除，安全难保。该公司
继续加大“三违”查处力度，保持对
“三违”特别是严重违章行为的高压态
势，治理纠正“三违”行为，防范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该矿业公司坚持从职工思

想上入手，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注重安全
文化引领，形成“三违”道德论，让“三
违”可耻的理念根植职工内心，变不敢违
章为不能违章，建立和完善反“三违”工
作长效机制；将查处情况与单位安全管
理人员安环管理绩效和班组长安全责任
奖考核挂钩，真正使广大干部职工养成
规范的管理行为和操作行为，推动企业
的安全发展。

该矿业公司还注重加强员工的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通过对井下和地表工作
人员分别实施“三位一体”“两位一体”
制度以及 5S 管理和风险看板管理等标
准化创建达标活动，在规范员工作业行
为的同时，也改善了员工的作业环境，撑
起健康和安全“保护伞”，形成上下齐心
共保安全的良好氛围。 石诚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发出安全生产动员令
强化过程管控 铁腕整治三违

本报讯 进入四月份，为应
对洪汛期的到来，安庆铜矿提前
展开防洪防汛工作的布置，按照
“提前准备，分步落实，有备无患，
遇险不乱”的指导思想，积极组织
实施，确保在洪汛期间矿山安全
度汛和正常生产经营。

该矿结合地域特点和矿山实
际，将防洪防汛分为三个阶段，四
月份为开展“动员准备”的第一
阶段，主要是做好防洪防汛动员
工作，确保组织、人员、物资三落
实，完善防洪防汛的准备工作。进
入五月份，启动正式的 “洪汛防
范”阶段，对各重点防洪防汛部位
和区域开展防洪工作的全面检
查、整改和备战演习，使防洪工作
具备实施条件，一旦遇到险情时，
可以立即实施防范。第三阶段为
汛期结束后，对前期工作进行总
结，便于来年有针对性地组织协
调好防洪防汛力量。

为了落实防洪防汛工作责任
制，该矿分别对主井和副井、配电
所、地表斜坡道、井下各作业中段
和泵房、尾矿库和砂坝、江边码
头、地表陷落区、矿区内马鞍河，
及矿各生产和办公场地、民居、民
用设施等区域都明确了责任单位
和具体负责人；同时，充分利用井
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尾矿库安
全在线监测系统的保障和预警功
能，确保及时发现险情，及时得到
处置。

为了夯实防范工作，已提前
对高压线路、主要防雷避雷设施
和井下排水、提升系统的供电等
展开检查，对一些易发故障的机
械和电气设备实施维护并提前备
足相关的备品备件等。还对矿区
内的排水管道和沟渠进行了疏
通，及时调配了井下、地表和江边
码头等各重点部位的防洪防汛物
资，并安排了专门的通勤车辆和
电、钳工值班人员。为了应对突发
险情，分别组成了“坑下突击抢险
组”和“江边码头抗洪抢险突击
队”，结合井下、地表和江边不同
特点，展开遇险演练。

杨勤华

安庆铜矿防洪防汛
起步早行动快

铜冠神虹公司积极响应铜陵市政府“森林进企业”号召，大力绿化美化厂区，
先后建设绿道 500 余米，种植花卉草坪 3000 平方米。

图为工厂一角。 陆文武 摄

张敏（右一）在村民家中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