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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奋发进取，方能前行
—读《铜箔花开红五洲》故事有感
——

谁也
世上有许多路，
究竟有多少条，
无法回答。路，
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人
走过的地方,就留下了路。 “我和我的
铜陵有色” 故事集这是一本内容精彩、
也是
图文并茂、
给人以深刻启示的书籍，
有色人开辟中国有色金属产业道路的历
第一炉铜水诞
史。
有新中国第一座矿山、
生、中国有色金属矿山第一口深井的故

事等，这些故事或大或小，或简或繁，却
始终贯穿着铜陵有色创业、创新和创造
的精神，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关注那些
无处不在而被忽略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恢复铜官
山铜矿建设工程，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
起来的铜工业基地，与共和国同龄的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以
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的漫漫长路。如今
的铜陵有色已由粗铜原料生产发展为集
铜金属采选，冶炼，加工，贸易为一体的
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最早上
市发行股票的铜业企业。

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作为铜陵有
色旗下的子公司，以自己良好的经济效
重要的行业及社会
益、
先进的科研水平、
影响力在铜陵有色集团的发展史上添上
了鲜明又浓厚的一笔。为了在铜加工行
业能有更好的发展，集团公司提出了向
关联产业、
高增值产业开展的战略要求。
在我国对优质铜箔需求大量依靠进口的
背景下，为了扩增产业链，改善效益，发
展我国紧缺的高档铜材产品，一个关于
生产高精度电子铜箔的项目正式落定，
“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合肥铜箔项目正式投

产后，铜箔销售良好，产品供不应求，经
济效益可观，公司决定扩产，2012 年铜
冠有色池州铜箔公司年产 1 万吨高精
度电子铜箔项目投产，池州项目不仅包
括年产 1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还
导入了新型锂离子电池用双面光铜箔的
研制。2014 年 4 月 17 日，铜陵有色发
出公告，公司计划对全资子公司安徽铜
冠铜箔有限公司进行二期扩建项目，产
能 1.5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产品方案
为年产锂电池铜箔 5000 吨、特种电子
发展
铜箔 10000 吨。目前，
已全面达产，
趋势良好。

铜箔项目在铜加工项目中属于高精
项目，技术管理难度大。作为铜箔生产
线上的品质监控者，时时刻刻关注着铜
踏踏实实的做
箔品质的优劣，
认认真真，
好每一次的检测工作，看着大家一步步
实验、分析、解决各项难题，金光闪烁铜
箔不仅仅是高新技术产品，她更是凝聚
着所有员工的心血。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
多远的未来！——
—这是给我们重要的启
示。铜箔产品虽然只是铜陵有色产业链
下小小的一个部分，但在这小小的铜箔
上无不彰显着铜陵有色精神：
踏实工作，

追求实效；立足实际，科学决策；诚信为
坚持思想与观
本，
守法经营。面对挑战，
坚持产业与
念创新，在工作中持续改进；
产品创新，
不断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坚持技术与管理创新，不断研发与运用
新技术、探索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创新的
实践中使企业焕发出新活力。
在辉
经风雨而茁壮，历沧桑而弥坚，
煌地铜陵有色发展史上，一代代的有色
人，
用汗水和努力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有险阻，唯有不断
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
方能不断前行。
创新，
奋发进取，
韩永强

用青春谱写有色情

被
本支出。
虽然现在这些工艺已经落后淘汰，
新方法、
新工艺取代，
但它的创新精神仍然值
得我们铭记学习。创新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
不断推动
组成部分，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灵魂，
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各方面工作
创造新的辉煌。
创新，
才能实现新的发展，
但实际
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理解很容易，
一个追求又好又快发展的大企业，想要
运用却很难，
很多人望而却步。而铜陵有
具有良好的、持续的经济效益，人的作用是
它
色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科学技术，
不可忽视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统一的
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身边的普通人。
价值导向可以引领员工，凝聚员工，激励员
凤凰山矿业公司，至今已有四十多
工，形成团队精神，形成员工与企业荣辱与
小
《创造成就未来—
年的生产经营历史。作为一座老矿山，
共、
共同前进的和谐氛围。
技术改革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列举了大量
到一枚螺丝钉、
大到整座矿山，
创新让矿山的面貌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实例，带给我们广大读者一种正能量，指引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岗位上
企业员工积极向上和勇于追求，充分调动全
《我参与的
努力工作。在“故事集（三）”
员参与企业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
老一辈有色
几次技术革新活动》故事中，
强员工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为不断提升企业
矿山工人用自己的才思智慧演绎了不一
的经营管理水平、
经济效益和实现一流的企
样的人生赞歌。凤凰山矿业公司井下主
业地位，
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导。
要采矿方法为 “上向水平分层尾砂充填
一代代铜陵有色人将自己的青春年华
采矿法”，在 70 年代的井下作业强度是
在这里发光发热，
老一辈铜陵有色人将企业
现在无法想象的，人抬肩扛的强体力劳
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新一代手中，这是对我们
动在矿山作业中很平常，困难激发了基
的信任和嘱托。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
层工人的智慧，大家以丰富的实践经验
书中写到：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
勤学苦练，
边
和满腔热情服务岗位生产，
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实践边改进，
提出多项合理、有实效的建
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小吊车、
“L”型滤水窗
我
议。风动运灰车、
而羞愧……”。企业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
的创新运用，使混凝土浇灌和人行滤水
将认真学习企业优良文化，切身践行使命，
井的搭建工艺优化革新，大大地减轻工
在企业新的发展大潮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降低成
人劳动强度、
成倍提高作业效率、
牛海涛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有感
——

职工歌手比赛。

1938 年 8 月 7 日，
日军独立混成旅
兵分水陆两路，
从
少将司令官三浦次郎，
芜湖向铜陵杀来，沿途攻占了繁昌县及
铜陵县大通镇。
日军侵占大通镇后，迅速组建了军
矿山工作组。矿山
事、
情报、
治安、
商务、
组负责铜官山矿产资源的开采。可以说，
日本侵略军攻占到哪里，就掠夺资源到
哪里。
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日本帝国主
义者蓄谋已久。为了控制华中的矿产资
源，日本政府于 1938 年 4 月 8 日在上
海成立了大日本帝国华中铁矿股份公司
首任董事
（后更名华中矿业股份公司），
“本公司
长矶谷光亨在成立大会上说：
第一要旨就是统治华中矿产资源，为大
日本帝国服务。”
铜陵被日军占领后，矶谷光亨派日
进入铜
商神昌毅等人，
与日本军方合作，
官山地区，强行赶走当地居民，圈地开
矿。
同时，
日本人在上海、
南京、安徽等地
到处张贴招工广告，采取了欺骗的手段
招工，说铜官山矿工资高，住宿好，生活
无锡、
苏州等地骗
费用低，
从上海、
南京、
来一批中国技术工人，在铜陵县周边县
招来一批苦力工。
同时，一批日本技术管
理人员从日本来到铜官山矿。
一开始，日本人在铜官山开采的是
铁矿，
直接运回日本本土炼铁。由于铜官
山矿铁矿含铜品位高，
不宜炼铁，
后改开
铜矿。
在铜官山矿，日本人采用的是军事
和特务手段奴役和管制中国劳工，设有
50 多人的矿山日军宪兵队，伪警一个连
监视矿
队，
汉奸工头进入劳工生产班组，
稍事休息，
被
工劳作。矿工们工作累了，
就用皮鞋踢，
小尖
鬼子汉奸工头看见了，
会莫名
角铁锤打。
矿工中有反日言论的，
其妙的失踪，被鬼子暗杀。
矿山采取封闭
矿山进出口设
管理，
劳工没有人身自由，
有岗哨、
碉堡，
矿山矿工们在矿山劳作没
有休息日，连到铜陵县看病的机会都不
给。日本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露
天、坑采场、选矿厂和铁路运输线，在长
发电厂，
在铜官
江边扫把沟建起了码头、
山矿到江边码头之间建起了一条铁路。
在这条铁路线上除了火车运输物质外，
还有两辆装甲运兵车经常巡逻，武装押
运物资。日本人还在铜官山矿设立了一
整套的矿山机构，有 10 系一科：劳务
系、警备系、用品系、用度系（管成本）、
采矿系、选矿系、运输系、电器系、港务
土木系和总务科，
系、
石锥系（管钻探）、
日用品库、
机械
建有火药库、油库、米库、
库、
军械库等。
日寇铁蹄下的铜官山矿，是日本人
的天堂，
中国人的地狱。日本人在铜官山
还有专门的
矿住的是洋房，
喝的是牛奶，
娱乐场所和慰安妇所。中国人住的是工
饮用的是污水沟的
棚草屋，
吃的是霉米，
水，冬天，很多矿工没棉衣穿，就披着破
麻袋上工。打眼工和扒山工每天工资只
有 3 至 5 角日币。矿工因事故死了，日

王红平 摄

铜陵有色是一个大家庭，伴随着共
和国的发展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
一代代
其中有欢歌笑语，
也有辛酸苦楚，
铜陵有色人用自己的青春年华铸就了她
辉煌的今天。铜陵有色接纳了我，
它提供
了一个非常优越的实现梦想的平台，给
予企业员工很多实践、成长和发展的机
会，
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
接触到铜陵有色企业文化丛书《创
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
事集》是我的幸运，通过阅读学习，我深
受感动，备受鼓舞。三本故事集，共 200
多篇文章，故事情真意切、发人深省，让
我看到了责任与奉献。该故事集从员工
中挖掘出典型事例，寻找企业发展的记
忆，用讲故事的方式和员工亲身经历使
发展历程具体、
员工
企业形象真实生动、
激
形象高大。用真人真事影响身边的人，
培育奉献精神，
提
励企业员工爱岗敬业，
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老中青三代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
而最让我
我了解到铜陵有色的独特魅力，
感到鼓舞和激励的是铜陵有色人的科研
“科学技术是
创新、
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

铜官山矿的抗日斗争故事
本鬼子不仅不给一分钱，连一张裹尸的
芦席都不给，
往死人坑一丢了事。铜官山
地区的野狗经常食暴尸，两只眼睛都是
红的，
令人畏惧。
哪里
哪里有侵略，
哪里就有反侵略；
这里讲述几段铜
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官山矿矿工抗日斗争的故事。

新四军奇袭炸药库
1940 年夏季的一天，
卖豆腐的刘三
姐像往常一样到井口卖豆腐。一个身材
“豆腐
魁梧的矿工走到豆腐摊前问道：
是新四军在
可新鲜？”此人名叫洪天涛，
矿山的卧底。
“不新鲜不要钱。”
“能否便宜点？”
“看你买几块？”
“我要四块。”
“行，
便宜卖给你。”
“老家人可
对上暗号后，洪天涛问：
“老家急缺炮竹，
叫你带话？
”刘三姐说：
“货到手，怎么跟
想买一批。
”洪天涛说：
你联系？”
随时取货。”
“老家人在等着，
他俩说的炮竹就是炸药雷管。这炸
也是军工品，
日
药雷管既是开矿必需品，
本鬼子对其管制非常严密。铜官山矿炸
药库设在庙基山山洼里，两边山上筑有
两个碉堡。
大白天，
人员进出看的清清楚
两头一堵，
想跑都跑
楚。如果发生情况，
不掉。
炸药库外拉着几层铁丝网，有兵把
要
守。库里摆炸药的地方还有几道门锁，
想从这里弄出炸药雷管，那是比登天还
难。平时，
矿工弄点炸药支援新四军，
是
从井下省用下来的。
要弄一批炸药，
只有
到炸药库。炸药库防守严密，
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
机会终于来了，看管炸药库的鬼子
名叫赖保，
是个酒鬼。一天晚上，风雨交
叫洪天涛到伙房去
加，赖保的酒瘾犯了，
弄几个下酒菜。洪天涛抓住这千载难逢
的机会，
迅速联系刘三姐，当夜行动。
洪天涛弄了几道好菜，进了炸药库，
陪着赖保左一杯右一杯，把赖保灌的酩
酊大醉。
此时，
新四军一支小分队趁着雨
和矿山抗
夜潜进炸药库，摸掉日军岗哨，
日救国会的骨干分子一道，冒雨将炸药
库的所有炸药，全部运到新四军兵工厂。
洪天涛因身份暴露，撤出矿山。
整个库房的炸药雷管一夜之间被人
盗走，
可把鬼子气坏了。狡猾的鬼子知道，
这一定是新四军和矿山的内应合伙干的。
于是便设计了一个圈套，
诱捕新四军。
已是
过了几日，鬼子运进一车炸药，
傍晚时分，
炸药卸下来后，并没有立刻进
库，而是就放在露天，也没人看管，鬼子
到了
在暗中设下埋伏。
矿工们不知是计，
下半夜，
5 名矿工欲取炸药时，被鬼子当

场捉住。鬼子把 5 名矿工带到刑讯室，
严刑拷打，
追查地下抗日组织。5 名矿工
只说偷炸药是
坚贞不屈，
始终不吐真情，
残酷地杀
想炸鱼吃。
鬼子见问不处真情，
害了这 5 名矿工。

矿山技工投奔新四军
铜官山矿首批技术工人都是鬼子骗
来的。刚到矿山时，他们还是蛮有派头
的，有的穿西装打领带，其家属穿旗袍，
觉得自己有技术，高人一头，到铜官山矿
哪晓得，到了矿山根
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本不是那回事，一进矿山就等于进里牢
笼，没有人身自由，住的是工棚草屋，一
月工资半月就花光了，中国技术工人和
日本技术管理人员待遇有天壤之别，只
不过稍稍高于采矿工。矿山技术工人反
日情绪日益高涨，陈策是上海过来的技
工，
目睹鬼子的大肆掠夺铜矿资源，杀害
同胞，压榨矿工，
就秘密加入了矿山抗日
是扒山工（采
救国会。陈策有个好朋友，
矿工），名叫赵云，他俩经常在一起，谈
“我们不能在
论抗日救国的事。陈策说：
真的要变成亡国奴
矿山干了。
这样下去，
了，要想办法逃出去，参加抗日队伍。”
赵云说：
“是要逃出去，但不是你一个人
那边就
逃，
想办法多带走一些技术工人，
缺你们这样的有技术的人。” 陈策说：
“听你话音，你是那边的人，有办法带我
们走。”赵云说：
“我是新四军，到矿山
来，
就是要组织矿山的抗日斗争。眼前，
就缺技术工人。
新四军不缺扛枪打仗的，
新四军坚持抗战，老蒋又不给枪支弹药，
你们到了新四军，就能造枪炮子弹。有了
枪炮子弹，
就不愁消灭鬼子。”
在赵云和陈策的组织策划下，铜官
山矿十多名技术工人投奔了新四军，其
随便带
中有电工、
钳工、
锻工、电话工等，
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和一批生产工具、
不能空着手去
车床刀具。
按陈策的话说，
投奔新四军。而赵云仍然留在了矿山坚
持抗日斗争。
这件事，
让鬼子十分恼火。
由于柴油
发电机是在钻井台丢失的，鬼子就逮了
几名钻井台的工人，追查柴油发电机的
就
下落。鬼子扬言，找不到柴油发电机，
赵云为了救工友
杀了这几名工人。此时，
“这件
的性命，挺身而出，当担了责任：
事，与他们无关，是我干的。”鬼子再问
鬼子对赵云严刑拷
详情，赵云一言不发。
打，
他始终不屈，
最后，鬼子活埋了赵云。
赵云牺牲了，但陈策等十几名技术
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带领下，安全到达
新四军军工厂，成长为新四军军工厂的
骨干力量。
当时，
新四军各部都有自己的
军工厂，皖南支队的军工厂就设在铜陵
这个军工厂能生
县舒家店，
后转到江北。
产炸药、
地雷、
手榴弹、子弹和迫击炮弹，

特别是枪榴弹，那是新四军发明创造的
最先进的武器。

新四军反制日寇汉奸

罢工。这次罢工规模空前，连扫把沟发
电厂和码头工人都参加了，有 2000 多
“要生
人。矿工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
活、发工资、发粮食！”“反对日本公司
和工头的剥削！”
矿部出动了宪兵和矿山警备队，包
围了矿工。面对矿工们的正义呼声，鬼
子不得不和矿工代表谈判，一方面答应
发放粮食和工资，另一方面，对矿工采取
用金钱
了分化瓦解的手段，
让工头出面，
收买一些矿工提前复工。同时，暗地里
秘密捕杀抗日骨干分子，矿山的斗争形
势更加残酷了。

是经济斗争。
炮火连天战场的背后，
在铜陵的抗日斗争中，敌我双方都采取
了经济封锁，粮食、药品、军需物资封锁
首当其冲。在皖南的新四军处境非常艰
难，受到日伪顽三面夹击。面对军事、经
济斗争困境，新四军采取了针锋相对的
斗争，来了个封、打、征、代、包、贸等方
专门
法，
新四军有一支敌后武装税收队，
负责税收工作。驻扎在大通镇的三浦次
郎司令官做梦都没想到，就在他眼皮低
新四军和矿工连手火攻日军营
下，日军开的松本、
松山两个贸易公司私
下却与新四军达成协议，每月向新四军
1944 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新四军小
缴纳税收。这是新四军武装税务工作组
分队队长洪天涛秘密来到铜官山矿，召
的功劳，新四军税务工作人员冒着生命
集矿山抗日骨干人员会议，唐师傅和电
危险找到了这两家公司的老板，宣布了
工小卜等参加了会议。矿工们见到老洪
就必
新四军的政策，要想活命和作生意，
“面对矿山残酷斗
十分高兴。洪天涛说：
须和新四军合作。那伪军办的贸易公司
争形势，新四军准备好好教训鬼子。明
更不在话下，
进入游击区都得交税。
天晚上 10 点，我们在江边扫把沟有军
在矿山斗争中，新四军曾两次在胥
从矿
事行动。
矿山的鬼子肯定要去增援。
坝长江航道袭击日寇运铜精沙的铁驳
山到扫把沟只有十里地，
又有铁路相连，
船，
但苦于有日军武装护卫没有干成。但
战斗一旦打响，矿山的鬼子很快就会到
铜官山矿产资源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的
达扫把沟。你们要想办法拖住矿山鬼
弄走，新四军转而组织矿山矿工与鬼子
子。
”小卜说：
“那你给我们一人一条枪，
磨洋工。在做工的时候，由一名矿工放
再给些手榴弹，带着我们同时打鬼子宪
哨，日伪军来了，就干活；不来就休息。 兵队不就行了吗。
”洪天涛说:“那不行，
鬼子派到工地的工头每人家里都会收到
我们要集中兵力端掉江边军火库，江边
一封新四军游击队的信。工头们对矿工
军火库有 100 多个鬼子伪军把守。”还
们磨洋工行为心知肚明，视而不见。新
是老唐有办法，想出了火攻日军营的办
四军游击队对极个别死心塌地为鬼子效
法。
老唐把自己的想法向老洪说了一遍：
命的工头，给予严厉的警告。有一个叫 “现在是夏季，放火烧鬼子营房，鬼子的
蒋金卫的工头，对矿工开口就骂，
举手就
营房在松树山，
都是木板房，那里松树茅
打，克扣矿工工资，背地里，矿工们都喊
草多，一旦烧起来，没的救。况且，晚上
他“蒋瘟神”。游击队就暗中组织矿工
“是个好
放火，易于掩蔽。老洪听后说：
“以后再给鬼子卖
狠狠教训了蒋金卫，
办法。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有其他的
命，欺负矿工，叫你 白 刀子 进，红 刀 子
就这么定
阻击办法，
炸断鬼子的铁路线，
出。”从那以后，
蒋金卫见到矿工比龟孙
了。”
子还乖。
第二天晚上 10 点，新四军一支部
矿山的鬼子对矿工们的磨洋工行
队攻打日军扫把沟军火库战斗准时打
为，
也是知道的。
就采取了新的办法对付
缴获了
响。
新四军端掉了日军两个碉堡，
矿工，
实行计件报酬制，
矿工们又来了个
迅速
日军大量的军火，放火烧掉了仓库，
矿石废石混装，让鬼子“吃苍蝇”。
撤离战斗。
鬼子的
与此同时，
铜官山矿起火了，
矿山两次大罢工
营房内起火了，
营房外也起火了。原来，
1943 年的夏季和冬季。铜官山矿相
营房内起火的原因就是唐师傅和小卜的
继爆发了两次大罢工。夏季的大罢工是
以电线短路的
杰作，他俩利用电工原理，
因为矿山发生了霍乱病。其病因就是矿
方式，激发火花，引起汽油燃烧，造成了
工区山沟水，饮用混乱。矿工们找到矿
营房内起火；
至于外面的火，是他们工友
部要求救治，改善饮水环境。鬼子对矿
放的。这场大火把鬼子烧的焦头烂额，
工们的要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矿工
加上夜间，
鬼
鬼子和伪警们都赶来扑火，
因病死了，就往死人坑一丢了事。这激
无暇顾及扫把沟。
子当心新四军袭击，
纷纷涌进矿部，罢
起了矿工们无比愤慨，
矿山和扫把沟的鬼子，一个看到了
工抗议，要求矿部救治病员。鬼子处于
铜官山方向起了火；一个听到了扫把沟
矿山利益，
只好采取了措施。
的炮声，互相打电话，电话线早被切断
到了冬季，矿工们又组织了一场大
了。

这一战打得真漂亮，极大的鼓舞了
铜官山矿矿工们的抗日斗志。

欢庆抗战胜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
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终
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铜官山矿，第一个知道日本投降
消息的是日矿长富永俊治，他有个习
“日本完
惯，每天都要收听日本电台，
了。”他赶紧打电话向大通镇驻军求证。
得到确切消息后，富永俊治赶紧向他的
上级机关上海华中矿业股份公司报告，
“铜官山矿怎么办？”这其中的具体情
节无从得知。但事实情况是，日本人投
降后，8 月下旬，国民党川军 44 军谢伯
鸾团进驻铜陵县，随后接管铜官山矿。
富永俊治向谢伯鸾交出了武器和财产
清单，唯独没有日本人在铜官山矿掠夺
走铜矿资源的总数字。据有关档案史料
记载，日本投降后，矿山设备和设施基
本完好，日本人在矿山遗留手选矿石
14172 吨，普通铜矿石 455 吨，铜精矿
370 吨，
由此可见一斑。
铜官山矿矿工们知道日本人投降
的消息，是在 8 月 16 日，大家燃放着鞭
炮，举着小彩旗，向矿部围去，庆祝中国
“打倒日本帝
抗战胜利，一路高呼口号：
国主义！”
“日本人从中国滚出去！”
矿山警备队拦住矿工们:“不许靠
近！”矿工们怒斥道：
“你们这些汉奸卖
国贼，日本鬼子都完蛋了，你们还在狐
假虎威，打倒汉奸卖国贼！”
日本人投降了，矿工们期待着新
四军进矿，没想到来了国军。他们想不
通，8 年抗战，在矿山领导他们进行抗
日斗争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接管矿山
的应该是新四军。新四军都跑到哪里
去了？他们要找新四军。原来，抗战胜
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新四军已
奉命北撤。矿工小卜和小白好不容易
找到新四军老洪，要求新四军到矿山
去。老洪说：
“我们不久就会打回去
的。告诉矿山兄弟们，要跟国民党展开
斗争，千万要保住矿山。”
老洪的话说的一点没错。国民党接
收大员到了铜官山矿干尽了坏事。第一
个专员名叫黄正德，40 多岁，一到矿山
就到处转，他不是要恢复生产，而是打
矿山设备的主意，他欺骗矿工起运设备
到上海，说是换美国的新设备。设备一
批批被运走，黄正德为此发了大财。黄
正德老婆脖子上套的是金项链，手腕上
戴的是金手镯，
手指上套满金戒指。
国民党占居铜官山那几年，换了好
几茬接收大员，个个都像黄正德，矿工
们都称呼他们是劫收大员，铜官山矿没
有开过一天工，矿工们都失业了，靠开
荒种地为生。
1949 年 4 月 21 日 7 时，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铜陵县，铜官山矿回到了人
民怀中，开始走向新生。
叶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