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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上旬，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李素萍带着党和组织的浓
浓关爱，在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吴巧、
铜冠物流公司经理叶守旻和工会主席
陶浩的陪同下，冒着炎炎烈日，看望、
慰问了铜冠物流公司北环公司员工陈
新，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争
取早日康复。

铜冠物流北环公司员工陈新，
2014 年 11 月 6 日因突发脑溢血，生
命垂危。后经医院全力抢救，再在亲人
的细心照料下，病情开始慢慢好转。而
这一切，全离不开他的好妻子———何
成华。

回头只是多看了你一眼，今生注
定种下了缘

“当初，我们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
的。当时，他只是在那里，埋着头自顾自
话，我都起身想要走时，回头正好看到
他在那咬着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那么实诚，突然就让我动了凡心，我又
重新坐下来，并主动和他聊了起来。就
这样，我们谈了一年有余，就结婚生子
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何成华擦
了擦眼角忍不住流出的泪说。她伸出粗
糙的手，捏了捏我的手，又说：“你不知
道，当我听到儿子说‘妈妈，快来，爸爸
快不行了’时，我当时简直就如五雷轰
顶般呆了，脑袋里一片空白，就在昨天
还好好的，走时和我打招呼，我还说骑
车小心点，昨天的昨天也都好好的，怎
么突然就不行了呢？我来不及多想，赶
紧直奔市立医院，看到他躺在那里，浑
身插满了管子，我当时就瘫到了地上，
放声大哭。我没办法想像他不在了，今
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
当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时，我和

儿子抱在一起痛哭，不行，我们不能没

有他，他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只要有一
线一丝一毫的希望，我们就要花百倍千
倍万倍的努力来帮忙。我们母子俩日夜
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寸步不敢离开。医
生看着我们憔悴不堪，一再让我们回去
休息，说只要手机开机即可，站在门口，
病人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不忍心就
这样离去，留下陈新一个人在病房，尽管
他没有知觉，没有意识，但是，只要我们
在这里，希望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陈新，
就能够感觉到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力
量。

重症监护室里待了十八天，病危通
知书下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凶险，但是我
们一点也不敢放弃治疗，医院看到了我
们的坚持，也积极地进行会诊商量治疗
方案。当时正好是冬天，天寒地冻，而陈
新个子又高，身子又重，身上还插满了管
子，动哪都是动全身，而他全然没有知
觉。每两小时要翻身，大小便不定什么时
候就出来了，还不敢拿冷水给他擦洗，我
只好用大盆小盆接了满满的开水，慢慢
等到温和时，再对他进行一点一点地清
洗。此时的陈新，气管被切开，插着胃管，
肺部严重感染，高烧不醒，终日昏迷。中
间请了几个护工，看了都摇摇头，走了。
我是一边清洗一边哭呀，真是不知道遭
了多少罪，掉了多少眼泪，一心只盼着他
能清醒，有点意识，可是这清醒、有点意
识却在半年之后。期间，医生给他打流
食，是从鼻孔打进去，怕他呛到，又要用
吸管给他吸，常常吸的血丝直冒，陈新整
个脸都胀成了紫色，我哭着对医生说：
“不吸了，我来给他拍。”我小心翼翼地
从后背慢慢地给他拍，心里不停地求着
上帝，让陈新好受点，让陈新好受点。整
个冬天，我衣不解带，羊毛衫都没脱过，
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我都累得虚脱
了，可是他躺在那里还是一点不知道。内
心的崩溃，只有儿子知道。也多亏了身边
还有个儿子，他也在竭尽全力，帮助他爸
翻身擦洗不停地和他说话，和死神赛跑，
就这样，我们家陈新硬是在下了多次病
危通知后，慢慢有了点点意识。

经济受困，回家进行康复治疗
陈新需要一种人血白蛋白，医院没

有，也找不到替代品，这是需要完全自费
的，还要家人自己找厂家购买。我们四处
寻访，打探，终于给陈新用上了，我们也
开始了四处借债。我是铜陵化纤厂的，
2000 年化纤厂退出历史舞台，我也就彻
底下岗失了业。期间到处打工，收入微
薄。陈新看着我辛苦，也积极地做起了兼
职，贴补家用。家里本身就底子薄，陈新
这一病，一下子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
蓄，经济立刻陷入了穷困。不得已，等到
陈新生命体征稳定后，我们从医院搬回
了家，可是家在三楼，陈新根本上不去，
多亏了我曾经打过工的单位，天洋实业
公司老总，他听说了我们的不幸遭遇，免
费让我们住在了门卫。因为多种原因，天
洋也倒闭了，但是撤离还有段时间，而我
们就着这段时间，有个住所，比什么都重
要。我们就在开发区天洋实业公司门卫
住了下来。一住下来，我们根本不敢耽
误，想着医生的嘱托，要对陈新进行康复
训练。他一米七几的个头，凭我是无论如
何没办法搬动他的，而他根本就不会一
举一动了。一切得从头再来，只是一切都
不是开始的样了。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肌
肉不能让它萎缩，意识不能让他模糊，首
先就得不停地陪他说话，并且试着让他
学着站起来。经过大半年的卧床，所有的
器官都像睡熟般，哪就那么容易站起来。
得有康复训练的器材。朋友都帮我出谋
划策，我也是绞尽脑汁，日思夜想，从附
近的厂子里，要来几根钢管，用胶带缠
绕，绑成了井字型梯子，这样牢固，也便
于陈新胳膊架在上面。正好门卫前有一
排停车棚，停车棚下有一横梁，我让儿子
用皮带从那横梁上穿下来，把陈新两只
胳膊向上穿进皮带，移动皮带再带动陈
新，我和儿子在旁边挟着他，就这样一点
一点移动，让他拖着双腿，知道移动的感
觉。就是这样，简约不简单的康复训练开
始了。可惜的是，时间不长，天洋撤离，我
们不得不搬回了家。提前，又让儿子在家
的卫生间、客厅、房间的墙上都装上了扶

手钢管，只要感觉陈新状态还好，都要拉
着他、顶着他、抱着他在家里方寸间晃上
几个来回。前几天还不小心，一个没看护
好，我俩都摔倒了地上，陈新的头上被撞
个大包，天知道当时我是哪来的劲，硬是
从地上爬起来，将他一点点又移挪到了
床上。

别的女人将减肥视为终身事业，而
我，为了他不得不增肥

这次省总工会领导来看望，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和勇气，领导说，我胖了，
是的，为了陈新能够康复，我也只有豁出
去了。每次忙完他的大小便，给他擦洗换
衣，我都呕心要吐，这是成人呀，不是小
孩子的屎尿还喷喷香，那个难受不是每
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为了这个家，为了
这个他，我拼尽了全力，强忍着强迫着自
己吃，不停地吃，一再告诫自己，我不能
倒下，我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陈新怎
么办，只有保证自己不生病，才能守着云
开见日出呀。我是属于体质弱的人，今天
我有这样的体魄，也还要多亏陈新，是他
早年让我无忧无虑地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积极出钱出力，鼓励我锻炼，给我买
来山地车，让我参加户外运动，加入毅
行，也正是这些户外活动，让我有了副好
身体，也才能面对今天这么个高难度，能
够坚持下来。

希望是火，失望是烟；生活就是一边
点火，一边冒烟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有多
久，这样的康复训练还要有多长时间，
望着他躺在病床上，无声地可怜地看着
你，你既不能发火，也不能冒烟。但是只
要每天看着陈新进步一点点，我的内心
便充满了感恩，感谢医生的高超技艺将
陈新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感谢各级领导
及时给出的关爱，感谢亲朋好友的大力
支持，感谢儿子的不离不弃，并且主动
放弃了教练，跑起了外卖，承担起家庭
里的经济重担。感谢上帝的厚爱，让我
们仍然拥有彼此，彼此关爱。无论前路
多么艰辛，我将一如既往陪他走下去，
没有半句怨言。 万 青

陪你一直走下去
———记铜冠物流北环公司员工陈新妻子何成华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安公司召开年
中工作会议，明确将开拓市场作为下半年
重点工作，进一步开拓市场，争取多承揽
工程任务，确保全年方针目标的完成。

今年以来，面对建筑市场持续低迷
的不利局面，该公司建立了全公司上
下联动、信息共享、责任到人的信息
管理网络平台，企业上下共同发力，
研究市场规律，打造营销队伍，市场
开拓出现新亮点。上半年，累计签订
工程承包、销售合同（协议）85 份，合
同价款 1.45 亿元。

下半年，按照国内国外市场并举的
方针，该公司将持续紧盯各项工程信息，
加强市场信息收集、工程投标和商务谈
判工作。在市场开拓中，以集团公司为依
托，为有色内部单位提供优质服务，发展
协力维修项目，加大集团内部和铜陵及

周边地区的市场开拓。以厄瓜多尔米拉多
项目为平台，拓展全球化视野，提高海外市
场份额，强化国外市场开拓能力。

该公司将持续加强与同行业优质企业
的交流联系，不断巩固提升与葛洲坝集团、
中水电五局和海亮铜业等在海外有着多
年市场历练的中资企业的战略合作，积极
参与葛洲坝集团PPP项目，在与中水电
五局就海外工程发展达成合作谅解备忘
录的基础上积极承揽工程任务，努力争取
海亮铜业在泰国等地的投资合作。

在加快矿山、冶金、钢结构等重要资质
升级，确保资质管理、升级的常态化机制建设
的同时，加强客户分类管理，切实做好定期回
访工作，既稳定老客户，又开发新客户，通过
走访、回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客
户的交流和沟通，不断增强客户满意度。

陈潇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内外并举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本报讯 7月21日，为加强党员的
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纪
律观念和精神境界，促使广大党员“讲政
治、重规矩、作表率”，切实推进企业形成
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氛围，动力厂党委
召开“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
教育动员会，对专题警示教育活动进行
全面部署。该厂领导、技术高管、副科、业
务主办以上党员干部、机关全体党员和
基层党员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

该厂厂长江武传达了集团公司“讲
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教育动
员大会精神。厂党委书记胡生贵代表厂
党委作了“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
警示教育动员讲话，他指出，只有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建设良好党内政治文化，净
化优化政治生态，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建立有
效的约束机制，让广大党员干部绷紧讲政
治、重规矩、作表率这根弦，继承和发扬共产
党的优良传统，构建反腐倡廉坚固的防线，
对广大党员保持“高压”态势，使广大党员
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确保企业形成良好
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推动企业发展。

会议从总体要求、活动内容、实施步
骤等方面对厂两级党组织如何开展这一
活动做了具体要求；同时对广大党员干
部如何结合实际，做到“讲政治、重规矩、
作表率”，以上率下，以自己的言行影响
和带领全厂广大职工营造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推动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努
力完成全年方针目标，以良好的业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作了具体要求。

舒兴学

动力厂党委召开“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司有
关工作人员从铜陵市血站取回集体献
血证，献血证注明该公司已经顺利完
成 2017 年度义务献血任务。

2017 年 6 月，该公司人力资源部
门根据集团公司有关义务献血文件精
神，及时在该公司内网发布信息，组织
各党支部有关人员报名献血，短短一
个星期，义务献血报名人数已满，技术
中心的徐尚斌、佘千根等提前几个月
前预约报名，品质部的步冬明，人在张

家港出差，主动打电话回公司报名，要求
义务献血。

7月 11 日上午，按照规定的时间，
该公司全体义务献血人员前往铜陵市血
站开展义务献血活动。无轨支部个别人员
血质不合格，该支部立即组织第二批人员
赶赴血站，完成了献血任务；矿冶支部个
别职工因为身体的原因，暂时不能献血，
颇为遗憾，表示明年一定要参加义务献
血；加工支部书记钟林也现身于献血现
场，积极参与义务献血活动。 王征社

铜冠机械公司顺利完成 2017年度义务献血任务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下午，芜湖货
运中心副主任一行 5 人，冒着夏日的
高温酷暑，到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调
研今年上半年运输生产及经营情况。
会上，金铁分公司行政负责人刘飞向
来访客人详细介绍了本单位目前的

基本状况和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该中心相关负
责同志针对提出的问题当面给予了
答复和协调。双方还就下半年铁路运
输形势进行了友好交流和沟通。该分
公司负责人向芜湖货运中心多年来

一如既往地给予金铁大力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并期待在实现双赢的同时，
继续加强铁路运输、生产经营合作，建
立长效的沟通机制，以实现金铁分公司
稳步发展。

邹卫东

芜湖货运中心负责人来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调研

本报讯 为了应对持续高温天
气，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铜冠池州公
司焙烧车间采取“三防”措施积极做
好一线职工防署降温安全工作。

提高防暑意识。广泛开展防暑降
温知识的宣传教育，全面提高一线职
工安全防范意识，通过发送短信、微信
对基层一线职工进行防暑降温知识和

中暑急救知识等夏季安全知识宣传教
育，引导职工在工作中劳逸结合。

增强防晒措施。该车间密切关注
高温天气预报，调整高温天气作息时
间，严格控制室外工作时间，针对一线
职工工作的特点，“削峰填谷”：中班
少安排些；早班、晚班多干些的办法，
避开高温时段露天作业，缩短职工一

次性连续工作时间，减少劳动强度，提高
工作效率。

加强预防手段。从预防入手积极做
好炉前高温作业物品保障工作，合理调
配人员，及时派送防暑降温物品，防止防
暑降温物品，防止一线人员因中暑或疲
劳发生的安全事故。

夏立道

铜冠池州公司焙烧车间采取“三防”措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访市场了
解到，目前正逢暑假出游旺季，数码相
机掀起一股促销热潮。功能出色，体积
小巧的微型单反相机，成为最近市场
一大热门，多款新品销量都有逆袭单
反相机的趋势。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智能手
机拍照功能的日益强大，普通卡片式数
码相机受到巨大冲击，只有高端的单反
全幅相机还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今

年以来，微型单反相机则一改往日被单
反相机压制局面，销量明显上升。笔者
在南京市珠江路一些大型电子商品市
场看到，包括索尼、佳能、松下等在内的
多家知名品牌，近期都在这类相机性能
上有所提升和改进。其中索尼最新上市
的A9系列，采用了全新的全画幅影像
传感器和高速图像处理器，实现了每秒
20 张的连拍速度和超高快门等高性
能。再如佳能M5系列机型，同样具备

了五轴防抖、高速连拍、高速对焦等专业
的功能。

笔者还了解到，曾经高高在上的高端
相机，如今也平民化了。如许多摄影人把拥
有德国品牌卡尔蔡司镜头和徕卡相机为
荣。现在徕卡、卡尔蔡司等高端光学设备已
经走下神坛，其价格更为亲民。例如，华为
两代智能手机都配备了徕卡双摄像头，拍
照后还能在照片上加印徕卡相机水贴，其
最低价格还不到三千元。 殷修武

微型单反相机性能提升销量攀升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
司工会开展高温季节送清凉活动，
为高温季节坚守岗位的职工送上防
暑降温金。各基层单位也高度重视
员工的健康安全，坚持以人为本，安
全生产的思想理念，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积极做好各项防暑降温工作，
为员工安全生产避高温工作做好充
足准备。

日前，中午十一点半，露采车间
的露天工作场所气温接近 38 摄氏
度，地表温度接近 42 摄氏度。正在
进行野外高温作业的机器也都逐一
熄火，露采的装载车辆、铲运机、挖
掘机等设备都有十年左右使用时间
了，经常性的维修和包养，也不能避
免设备老化、地表太阳直射、车辆的
发动机等设备散发的热量。单单车
内的空调，根本无法解决车内高温
情况。驾驶人员长时间在高温环境
下工作，必然存在一定的安全生产
隐患。为改善作业环境，避开高温，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露采车间根据
生产状况，自 7 月份上旬开始，对各
工种及时调整作业班次，每天早晨
五点便组织职工来单位开始工作，
在中午十二点前结束工作，有效避
免高温环境下工作。在合理安排好
工作时间的同时，车间还购买避暑
降温的、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等
药品分发给车间人员。购买绿豆、冰
糖，确保每位员工在中午饭前有绿
豆汤可以饮用。临近下午四点半下
班点，各车间的职工都陆续来到班
车停靠点，尽管班车停在挡阳棚里，
可车子内部的温度还是像 “蒸拿
房” 一般。负责管理班车的保卫部
负责人来到派车室，在了解情况后，
向班车负责人建议，每台车上都需
配备避暑降温的药物、其中三台空
调制冷效果不好的班车尽量安排
晚班车、职工班车不够的情况，可
以考虑拼车、并车等方式解决下班
高温情况。最大程度保证职工在下
班途中可以有良好，舒适的乘车环
境。此外，在选矿车间室内，由于大
型磨浮机在不停的翻滚磨选碎石，
各类机器的发动机散发的热量在
车间内聚集。在这样高温环境中不
仅职工在里面酷暑难当，机器也会
有一定安全隐患。通过联系机动部
调配六台大型工业风扇，对主要施
工场所、通风口、大型设备发动机
进行降温。在班房内放置降温避暑
药品、安排人员烧好开水，放凉方便
职工饮用。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高温天气
以人为本做好安全生产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 月 日上午，铜冠机械公司领导汤景亲赴集团公司重点工程 “铜陵铜箔项目”、“奥炉项目”
等生产现场，慰问冒着酷暑正奋战在劳动现场的一线职工。汤景每到一个地方，在了解工程进度的同时，反复叮嘱有关分厂
负责人，以及重点工程现场职工，要求他们不忘安全、注意休息，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工作任务与防暑降温两不误。图为
慰问现场。 王征社 丁帮财 摄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组织开展义务献血活动，该公司职工踊跃参加， 多
名职工一早就冒着酷暑赶赴市中心血站，有的是第一次献血，有的连续多年参加
义务献血，奉献爱心，传递温暖。此次活动共献血 毫升。 钱庆国 摄

月 日高温天气，安庆铜矿维修人员正在将转向轮吊运到井口，准备实施
更换维修。据了解，目前已进入高温季节，该矿在搞好防暑降温工作的同时，加强
设备的点检和维护，确保生产正常进行。 杨勤华 摄

日前，工程技术分公司组织 18 名员工到市中心血站进行了无偿献血，其中多
名员工已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图中正在献血的该分公司金昌项目部员工张宣
龙已是第 11 次无偿献血，累次献血 2200 毫升。 嵇家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