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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海洪波——铜官山矿史》（以
下简称《铜海洪波》）是合肥师范学院
中文系编写组集体创作，连续刊载于
《安徽文学》。1958年，合肥师范学
院中文系组织师生到铜官山进行采
访，在铜陵市委的指导下，写成纪实
性报告文学《铜海洪波》。《铜海洪
波》较系统而真实地反映出矿工们
的英勇斗争生活，生动细致地描给
了矿工们光辉的英雄形象，内容丰
富，文笔朴突流畅。文章共分四个
部分：一、反英斗争；二、抗日斗争；
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四、矿
山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抗日斗争的

“铜海怒潮”“夜奔枣树岭”“护宝
山”三文分別发表于《安徽文学》
1959 年十六、十七期及 1960 年第
一期上。1960 年 5 月《安徽文学》
一书是有色集团公司机关退休员工
朱益华捐赠，他于2010年从旧书网

上购买，此书刊载的是
反映铜官山矿工“反英
斗争”和“与国民党反
动派的斗争”两个阶
段，而第四阶段的“矿
山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于《安徽文学》6、7月
续 登 。 1960 年 5 月
《安徽文学》中《铜海洪
波》文章开头加了编者
按，介绍铜官山是我国
古老而著名的矿，铜官
山矿工具有光荣的革
命 斗 争 传 统 ，早 在
1907 年，矿工和当地
农民就高高举起了反
帝大旗。半世纪以来，
铜官山矿工和当地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
保护人民财富，捍卫国
宝，先后与英、日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英勇的斗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
下，矿工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短

短几年内，将这一片荒涼、破烂不堪
的矿山改变一新，建成具有采、选、
炼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生产了大量

粗铜和黃金、白银等产品，有力地支
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方咸达 整理

《铜海洪波——铜官山矿史》

一棵树苗，惟有经历风吹、雨
淋、日晒、虫害等挑战，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一名干部，也惟有经受意
志定力、耐心耐力、担当精神等考
验，方能成为优秀人才。

“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
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
在 2019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大家做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
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
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勉励广大
年轻干部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
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其言谆
谆、其情切切，充分体现了对培养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高度重视，充
分彰显了对年轻干部成长的关怀
与期待。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
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干部成
长是有规律的，对年轻干部而言更
是如此。干部干部，干字当头。这
既是职责要求、从政本分，更是能
力之来源、成长之阶梯。敢不敢扛

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是识
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
要标准。奋斗在新时代，不当几回
热锅上的蚂蚁，不接几次烫手的山
芋，甘于混日子、做太平官，或者搞
自我设计那一套，就不可能激发出
个人潜能，也难以磨砺出担当重任
的真本领。

多经事方能成大事，犯其难方
能图其远。平时多给自己压担子，
关键时刻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
现实中，许多年轻干部学历高、综
合素质好，具备较为全面的科学文
化素养，工作认真负责，发展潜力
大。但也要看到，一些年轻干部最
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
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
正因如此，有的人虽然工作勤奋、
对自己要求严格，但担当精神不
够、斗争精神不足。正所谓，“路不
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
知人之德”，把所有工作都当成考验
和锻炼，才能收获最大的成长。

基层一名年轻干部讲起自己
成长的心得体会，就说了四个字，

“不要挑活”。的确，年轻干部做
的，大多是具体的、基础的工作，一
些人认为“存在感”不强、“价值感”
较弱。如果目高于顶、挑肥拣瘦，
就容易工作质量滑坡、个人心态失
衡。一些年轻干部面对千头万绪、
复杂繁琐的工作，面对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的周折，也会产生“没意
思”的想法，兵来将挡、得过且过，
不会把工作做精、做细、做实，更不
会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升，主动提
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年轻干部
成长成才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必须
不弃微末、不舍寸功，一步一个脚
印攀登，在攻坚克难中增长才干。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与
其急功近利、为焦虑所困，莫如跟
时间做朋友，涵养久久为功的心
态，锤炼实干苦干的硬功。面对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肩负共筑
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没有足够本领
是难以承担职责使命的。对年轻
干部来说，只有加强实践锻炼、真
刀真枪打拼，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
好的课堂，大胆去经风雨、见世面、

壮筋骨、长才干，才能真正经受磨
砺、收获成长，练就担当任事的宽
厚肩膀；也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
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
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
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才
能葆有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现代化事业
凝聚共识、激荡力量。

《考工记》中说，打造一把良弓
需历时一年，经过“冬析干而春液
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
析灂”的复杂过程；倘若急于求成、
省略任何一个步骤，制作出来的弓
就会“斫挚不中，胶之不均”，影响
品质。“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年轻
干部自觉加强磨练，在知行合一中
主动担当作为，始终保持对党的忠
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
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努力做
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
硬，就必定能打开天空海阔的征
途，成就气象万千的人生。

任 评

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

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
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同志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培养选
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
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
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做好优秀年轻干
部的培养选拔工作，需要处理好
一些重要问题。

处理好铺路子与压担子的关
系，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首
先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年轻干
部 普 遍 文 化 层 次 较 高 ，思 维 活
跃，敢于创新，勇于探索，这是他
们的长处。但也要看到，许多年
轻干部缺乏基层工作历练，对社
会各方面缺乏深入了解。年轻

干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需要经
历基层一线和艰苦岗位的磨练，
需要组织上给他们搭平台、铺路
子，创造实践锻炼的机会。应当
认识到，铺路子的过程也是压担
子的过程，是要让年轻干部真正
在基层一线经受锻炼。但是，一
些地方对要培养的年轻干部百
般呵护，为他们设好台阶、铺好
路子，却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要
给他们压担子，把他们放在艰苦
岗位上去磨练。

事实证明，年轻干部不经过千
锤百炼、艰苦磨练，很难真正增长
才干，很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考
验。对于组织来说，要深刻认识
铺路子与压担子的关系，创造条
件把年轻干部放到艰苦岗位上去
培养，放到复杂环境中去历练，这
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要坚持
看年轻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的具体
表现，真正让有为者有位，而不能

把年轻干部放在“温室”里刻意培
养。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应深刻
认识到关心爱护不是百般呵护、
基层锻炼不是基层镀金、一线磨
练不能蜻蜓点水，只有经过艰苦
岗位磨练才能成长起来。年轻干
部要乐于走出去，开阔视野、启迪
思维；敢于沉下去，深入基层、接
通地气；坚持干下去，提升修养、
增长才干。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还
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可以
破格提拔，但不能出格提拔。对
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年轻干部，要
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
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
干部，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
是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拓
宽渠道，为破除论资排辈、平衡
照顾提供制度保障，为优化领导
班子结构、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

替储备人才。但是，破格提拔必
须遵守相关规定，破格不能“出
格”。破格主要指破除年龄、台
阶等方面的格，而不是干部德才
标准上的格。破格提拔不能降
低对年轻干部德才方面的要求，
而应提出更高标准、更高要求。
可见，破格提拔同样要坚持规范
化、制度化，干部德才的考核、群
众基础的考核以及必要的程序
都必须严格执行。敢于破格提
拔，杜绝出格提拔，应做到三点：
其一，严格相关程序。严格依照
推荐、考察、公示等程序，使操作
流程公开透明，让干部提拔在阳
光下进行，不搞暗箱操作、突击
提拔。其二，主动接受监督。破
格提拔更受干部群众关注，更要
主动接受监督。其三，严惩违规
操作。对出格提拔的有关当事
人，要加大处罚力度。

张永刚

要铺路子更要压担子

空调、冰箱、电视机都是家庭日
常消耗电能的“大户”。其实，省电
并没您想象的那么困难。

1. 天 天 省 电 ，节 能 空 调 是 关
键。同样是空调，节能的空调与不
节能的空调差距就会很大。空调的
温度设定也与省电相关，只要夏天
把空调温度调高 1℃，冬天把空调
温度调低 1℃，就可以节约电能。
更为重要的是，把空调温度调整
1℃，能降低室内外过大的温差，减
少患感冒的概率。

2. 电器用完记得拔插头，不仅
安全还省电。当我们看完电视或者
影碟时，如果用遥控器关闭，实际上
电视机和影碟机还处于待机状态，
这是一种很浪费电的情况。因此，
看完电视和影碟时，要彻底关闭电
视机和影碟机。 可别小瞧了拔下
插头这个简单的动作，这样不仅安
全，还可以帮您家节约不少的电。
省电都是在一点一滴中积累的。

3. 屏幕调暗一点，省电前进一
大步。很多人喜欢把电视机或电脑

的显示屏调得很亮，觉得这样做才
是对眼睛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显示屏太亮，不仅会缩短电视机和
电脑显示器的使用年限，还更费
电。因此，建议把家中的电视机和
电脑显示屏都调整成中等亮度。

4. 冰箱要选节能的，物品装太
满或太少都费电。节能电冰箱的
最大优点就是保温性能强，消耗
的电量少。冰箱内存放食物的量
以占容积的 80％为宜，放得过多
或过少都费电。食品之间 、食品
与冰箱内壁之间应留有约 1cm 以
上的空隙。用数个塑料盒盛水，
在 冷 冻 室 制 成 冰 后 再 放 入 冷 藏
室，这样不但能延长停机时间，还
能减少开机时间。

5. 洗衣机强挡工作比弱挡工作
要省电。在同样长的洗涤时间里，
洗衣机弱挡工作时，电动机启动次
数较多，因此，使用强挡洗涤要比弱
挡洗涤省电，还可延长洗衣机的寿
命。一般波轮洗衣机脱水时间无需
超过 3 分钟，延长脱水时间则意义

不大。
6. 用微波炉加热小块食物更便

捷使用。微波炉加热或烹调的食物
以不超过 5kg 为宜。把体积大的食

物切成若干小块，需要加热的食物
量多时应分时段加热，中间加以搅
拌；尽可能使用高火，高火比中、小
火加热更省电。

那些你不知道的省电小常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
大奋斗精神的人民，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
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奋斗精神，我们就一定
能够达到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宏伟目
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奋进的时
代，必须传承和弘扬伟大奋斗精神。

奋斗精神蕴含知行合一的品质，具有
鲜明的实践导向。这种实践导向，既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彰显共产党人改
造世界的实践品格，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
程和新使命更加呼唤知行合一的奋斗精
神。在新时代弘扬伟大奋斗精神，要求我
们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
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绝不是轻而易举
的，总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只有迎难而
上、顽强拼搏，才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从这一角度看，奋斗精神蕴含驰而不息的
拼搏精神。在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深
刻变化和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尤其需要
弘扬不懈拼搏、顽强奋斗的精神。奋斗总
会付出各种代价和牺牲，奋斗精神蕴含无
私奉献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牺牲精神让
奋斗精神倍显伟大和珍贵。在革命战争年
代，无数革命先辈为了人民解放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发展时期，
虽然环境改变了，但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并没有过时。特别是在新时代，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无私奉
献的牺牲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既有重要历史意义，又
有重要当代价值。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
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

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从古老的神话传
说，到漫长的历史记载，都凸显着要幸福就
要奋斗的民族传统。奋斗精神已深深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民族精神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
女，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中国共
产党人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以极大的胆识和勇气开创改革开放
伟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
就，有一条重要经验值得特别关注：中国的
发展不是别人施舍和恩赐的，而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在新时代
大力弘扬伟大奋斗精神，要全面考察中华
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从
中深入发掘奋斗精神的丰富资源，进而
从理论上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
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同时，要结合新
时代我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深入阐
释奋斗精神的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把
奋斗精神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
设全过程，让伟大奋斗精神成为新时代
的强音。

刘建军

弘扬伟大奋斗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
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好儿女志在四
方，有志者奋斗无悔”“立鸿鹄志，做奋斗
者”……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用
座谈、考察或回信等方式，关怀青年，寄语
青年。而“奋斗”，无疑是其中的高频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对五四运
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
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复兴路犹长，奋斗正当时。激扬青
春，为祖国奉献，向梦想前行，方不负韶
华。奋斗，无疑应是青春最美丽的颜色。

五四运动为中国青年奠定了精神的基
调。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一路走
来，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学生，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士，走南闯北、摸爬滚打的创
业者……一代代青年以奋斗为人生交上了
完美的答卷。“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
晨。”谁都只有一次青春，谁也不应作青春
的看客。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在思想
最开放、精神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年纪，
如果不学更多本领、干一番事业、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只会成为莫大的缺憾。
反过来说，青年时的成绩与挫折，都将成为
受用终身的财富。由此看来，无奋斗，不青
春，努力拼搏是青年的最鲜明标志。

奋斗不容许蛮干；有了理想，奋斗才不
会迷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理想。百年的时间跨度，见证
过多少追梦与圆梦。对国家而言，从救亡

图存到人民解放，从全面小康到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不断刷新自己的“目标值”；就个
人而言，“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单一选择成
为过去，信息社会创造的各种大理想、小目
标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向前的时代，给了
青年持续向上的空间。驻村第一书记，运
动健儿，科研学者，医护人员……他们以国
家的发展轨迹定义个人的成长坐标，把个
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奋斗的方
式不同，但奋斗的成色如一。

青春，与其说是生理年龄，不如说是一
种精神状态。近几年颁发的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让我们看到了“80后”“90后”的奋斗
身影与青春力量；但在高校课堂上也有不
少银发的“旁听生”“考研族”在奋笔疾书，
舞台上还有很多老艺术家在挥洒激情，他
们又何尝不是青春的代言人？奋斗者永远
是年轻。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奋斗者相
向而行，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
国。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
期，不可放缓脚步，尤须持续用力，以奋斗
求解发展的方程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
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因为即将投入奋斗，所以不惧怕未来；
因为曾经付出汗水，所以不叹息过去。身
处新时代，每个人都恰逢其时、重任在肩。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建功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将变为现实。

任 报

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

铜冠优创公司招聘启事
铜冠优创公司因工作需要，现面向

集团公司内部招聘工程技术人员3名。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
员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
德。

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择优考察、体检合格

后，予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
满合格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

门同意应聘证明、本人身份证、学历证
书、职称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关大院西侧
楼一楼128室）报名，报名时交1寸近期
照片1张。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报名时间：2019 年 5 月 22 日至

2019年5月31日（工作日）。
人力资源部

2019年5月20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岗位

安全环保
管理

冶炼技术

技术研发

人数

1

1

1

3

条件

1.性别：男；
2.年龄：197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学历：大专及以上；
4.职称：助理工程师及以上；
5.现岗位为专业管理岗或工程技术岗；
6.从事安全环保或设备管理岗位工作并具有良好的与
人沟通协调、语言表达及计算机操作能力优先。

1.年龄：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
3.职称：化工、冶金或材料类助理工程师及以上；
4.工作经验：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5.现岗位为专业管理岗或工程技术岗。

1.年龄：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
3.职称：化工、冶金或材料类助理工程师及以上；
4.工作经验：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5.现岗位为专业管理岗或工程技术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