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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从 未 走 远

做一名合格的有色人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有感
——

—读《创造成就未来》故事集后感
——
面用力推。因打眼时不带水，所以机子一响，灰
的经历》）。
尘飞得对面看不清人。出矸子更是靠人力绞
创业浩歌，
“我” 唱得惊天动地，改革发展，
“三少”、
“四
车，一箩筐一箩筐地往上提。”（赵大龙《听父 “我”同样敢为人先。以“三高”、
亲讲铜官山铜矿大井的故事》）；即便是禁采
新”为基本特征，率先在安庆铜矿的建设中实行
“在 40 至 50 多摄氏度的采场里，你追
区域，
新模式办矿，它成为“国有矿山企业改革管理模
我赶抢着打眼、放炮、出矿，汗水渗透了全身也
式的一个转折点、突破点和闪光点。”（杨振超
杏花。她们
窗外的桃花开了，
接着是李花、
全然不顾，光着膀子，穿着裤衩。”（芦广胜《听 《安庆铜矿新模式办矿给我们的启示》）；以超前
一遍遍将无边的春色涂抹得浓艳欲滴。伫立窗
父亲讲火区采矿的故事》）；冶炼厂里，工人们
意识，突出主业优势，
“1996 年 11 月 20 日 9 时
前，
我的眼光透过这纷纷扬扬的花季，
仿佛看见 “用铁瓢舀着 1180 至 1200 摄氏度高温的冰
15 分，中国铜工业第一股——
—铜都铜业正式上市
一个个争奇斗妍的“我”，
踏花而来……
铜渣子，有的铁瓢一接触冰铜就融化了，只好
交易。
”开辟了铜陵特色经济腾飞的新纪元（孟永
“像总是被
1949 年 6 月的一天，艳阳当头。我“打起
用钯子、钎子清理，那景象真像是原子弹炸后
范《“铜都铜业”上市的前前后后》）；
背包，由马鞍山坐火车到芜湖，改乘小火轮至
留下的现场一样”、
“一位年轻人跑出来想透
抽打的陀螺，那时候，我白天黑夜连轴转着找项
大通，再搭小划子抵扫把沟，穿过一人多高的
一下空气，但看到人群浴血奋战的场景，还是
目、谈项目、上项目”（刘玉恩《我与铜陵有色的
励精图
芦苇丛，走过弯弯曲曲、高度不平的黑沙河，才
哭着跑到岗位上……”（罗法荣 《第一冶炼厂
30 年》）。像这样为了铜陵有色矢志不渝、
“我
到了铜官山矿。”、
“我放下背包，向四周一看， 建厂初期回眸》）;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治的一个个“我”，如一个个水分子，汇聚成一条
远处，田地荒芜，杂草丛生。近处遍地器材，横
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到池塘去挖藕，以补贴职
奔腾不息的长河。
七竖八，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一片
工食堂的不足；动员职工回收废铜烂铁变卖，
此刻，
我的眼前又凸显出两张笑脸，笑容如三
荒凉景象。”整个矿区“没有一间厂房和一台
到农村去换鸡鸭鱼肉和鸡蛋，以改善职工的伙
春之花。这是我采访过的两位老人，一个叫朱怀
“我们的领导
周围的小矿山为了请他
能运转的机器，仅剩下几间用铁皮钉的破仓
食”。隔两三个月才买一点荤菜，
旭，采矿高工。刚退休时，
库”（陈智祥 《奉命入铜官接管矿保管所》）。 干部基本上不吃，尽量让职工吃”（卢荣景《我
出山，开出让人难以拒绝的价钱，可他却拒绝了。
但是，这片有着两千年多年青铜历史的土地， 的矿工身份永远不变》）；由于过度劳累，体重
他笑着对我说：当时，孩子大事没有办，我的收入
不
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必将续写属于自己的辉
下降，身体消瘦，1.88 米的身高，体重只有 127
也不高，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我是有色的人，
“打眼时一个
曾经的
煌！铜官山松树山老大井开掘了，
斤，患了胃下垂，不能按时治疗，稍凉一点就腹
能赚这昧良心的钱啊！
还有一个叫夏云花，
人将老式的‘骆驼机’扛在肩上，一个人在后
泻，
有几次拉了不少血……（任克礼《一段难忘
井下女子掘进组成员。
听说了我找她的目的，她激

随着矿山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
既要搞好矿农关系，促进彼此和谐发
展；又要加强矿山安全保卫工作，建
立新形势下矿山安全保卫机制和体
系，全力为矿山平稳发展提供保障，
是矿山保卫工作的重大课题。本人从
事矿山保卫工作多年，现浅谈一点自
己的看法。
一、
矿山治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内部具备和谐稳定的治安
环境，
不但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
证，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其重
要性自不待言：一是保护企业资产和
个人财产不受侵害。企业资产和个人
财产一旦受损，会引发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降低个人工作积极性，引发企
业内部不稳定；二是为矿山生产经营
保驾护航。做好企业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能够防范犯罪，避免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确保企业平安搞好经济建设。
因此，
企业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好坏
既涉及到企业利益，也涉及到职工的
利益。
二、
新形势下矿山治安保卫工作
的现状
其一，基层单位安全保卫意识有
待加强。在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对内
部保卫管理意识不强，只重视矿山生
产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忽视了治安
保卫工作制度的落实。表现为防范措
施写在纸上，
贴在墙上，掉到地上。有
的单位在年初签订综合治理责任书，
在执行中却不能很好地按责任书的
内容去做。更有单位的领导错误地以为企业保卫工
作就是矿保卫部门的事情，不能自觉地把内部保卫
工作放到全面提高本单位效益的大局中去加以考
虑。
其二，
周边环境复杂不容乐观。矿山企业通常
距离市区较远，与之相邻的多为乡村，地理位置的
特殊，和矿农之间的负责关系，给矿山的治安防范
与周边协调交流带来一定难度。同时，历史遗留的
矿山内部用工形式多样化，外协单位用工的流动性
大等，这些员工相对于矿山职工文化素质不高，法
制意识淡薄，
给矿山综合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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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保卫人员个人素质有待提高。在一些矿
山，内部保卫人员多数是从其他岗位转岗而来，尽
管经过了上岗前的培训，但是，一部分人员认为保
卫工作较之技能性工作，技术含量不高，无须认真
学习和掌握，在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时还能够胜
任，一旦遇到较为复杂和政策性强的事情，就往往
处理不好。此外保卫部门普遍存在人员年龄偏大的
情况，不利于急难险重任务的执行。
三、
做好矿山治安保卫工作的对策
还
首先，
转变思想观念。无论是基层单位领导，
是专职保卫人员都要树立积极、主动的“全矿一盘
棋”的内保思想意识，主动把保卫工作纳入日常管
理轨道，保卫部门和基层单位做到互联互通，群策
群力为企业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次，
强化内部防范。一要加强要害部位的管
理。把重点要害部位安全保卫工作作为一项长期
性、
经常性工作来抓，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严格
安全操作规程；要经常性开展安全大检查，针对检
做到有落实、有整改、有复
查的出的问题绝不放过，
查，
环环相扣，
防患于未然。二是抓好内部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严格门卫、
要害部位守卫制度；加强重要
物资仓库、生产资料堆放点的守卫和检查工作，责
任到人；
增加必要投入，加强治安监控网络建设，使
其独特作用。
其三，
建立适应工作新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
内部保卫亦要跟上时代步伐，要按照“三位一体”
的综治防控保卫工作新机制，与当地政府、派出所
形成齐抓共管、相互配合、群防群治的有利局面，
确保矿山生产经营在良好的治安环境中顺利进
行。
其四，加强保卫队伍建设。要将内部保卫培训
作为日常培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坚持有
针对性的培训，使保卫人员不仅要熟悉保卫业务，
而且要懂得单位生产经营的规律和特点，不断提
高队伍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还要开展基
层单位领导的有关内部工作的培训，增强他们对
内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他们抓内部工作的
能力。
高 昆

她捂着发
动得一也没睡。去她家的时候，天下着雨，
闷的胸口，
向我叙述着那些难忘的岁月。这胸闷正
是她当时为了赶工期，
停水还坚持打干眼留在她身
她回
体里的苦痛。对于我“你是否后悔过”的疑惑，
为了有色，付
答却是这样干脆：
我是一名矿工子女，
出的再多也是值得的！
他们把自己的
这些我熟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们，
花样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这片英雄的土地。铜陵有
色，这个以两万石小米起家，发展到今天远近闻名
的超千亿元企业集团，是他们用“箩筐精神”抬出
来的，是他们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闯出来的，是
他们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拼出来的！现在，他们虽
只要一提起铜陵有色，他
然离开了工作岗位，
但是，
他们的瞳仁虽然已
们的言语还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经浑浊，
但对铜陵有色的憧憬与希冀的还是这样清
是他们心之所想，情之所
澈、明亮。因为铜陵有色，
衷，也是他们生命之所系。
他们是铜陵有色的英雄！英雄是不会老的，只
是落满历史的灰尘，每一阵清风掠过，他们又重新
从未走远……
熠熠闪光。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窗外的春花，
依旧这样灿烂，馨香阵阵。这一个
个比花儿更加灿烂的人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
为之致敬。
沈成武

职工篮球比赛。

王红平

摄

进一步优化职工学习环境的探讨
企业
建立新型国有企业，
创建学习型组织，
文化是关键，如何引导职工争做学习型员工提
高自身素质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争
之地的法宝，在广泛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
做学习型员工”活动中，如何进一步优化员工
提高学习效
的学习内容，
创新学习形式和方法，
果，为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撑。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抓认识创氛围。企业在强化职工学习
上，首先要从认识上入手，通过组织全员专题
培训、开展大讨论、知识有奖竞赛等活动，使广
大职工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对新形势下
“争做学习型员工”重要性的认识，使之逐步
形成三点共识：一是“争做学习型员工”是企
业实现发展目标的需要，二是提高员工自身素
质的需要，三是适应改革创新、加快职工队伍
知识化进程、维护职工发展权益的需要；使之
形成自觉学习的浓厚氛围。
2、
领导抓强落实。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争

做学习型员工”的氛围，领导重视是做好工作
的关键。一是健全学习型组织机构，各级组织
要成立以党政一把手为领导的创建领导小组，
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运行
机制，始终把争做学习型职工活动摆上首位、
人员、
责任、
分工和
纳入议事日程，做到了机构、
经费的“五落实”。二是强化宣传舆论的引导作
用。要充分利用各媒体宣传阵地的作用，
大张旗
鼓地深入做好宣传工作。在职工中宣传普及终身
学
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积极倡导工作学习化、
要把“学习型
习工作化。在年度的评先工作中，
职工”作为每年评选“最佳员工”和“先进模
专题宣讲、
报刊等形
范”的硬件，
运用大会表彰、
与时俱
式，
大张旗鼓地宣传“争做学习型职工”、
进、
勤于学习、
勇于创新的先进事迹，
以开拓创新
的精神，
构筑全员学习、
全程学习的良好环境。
3、突出重点抓班组。班组是企业的细胞。
“争做学习型员工”的重点，要把创建学习型
组织的主阵地定位在班组，与开展创建标准化

和文明班组活动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班组职
工学习制度”、
“职工‘当家献策’议事制度”
和“职工互学互帮制度”为有效载体。通过集
中、上辅导课、职工相互传授学习体会、举办知
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学习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
业务知识，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强化建
立学习型员工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放在提高职
工劳动技能水平，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上，从
而有效提升广大职工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
4、
提供学习平台。要使职工学习力保持持
续不衰，不能简单的靠行政命令，而是针对职
工需求的不同层次，建立内在的学习运行机
要积极
制。在推进“争做学习型职工”活动中，
探索健全如下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竞争机制。为了突出学习成效在
晋升、使用等工作中的评价作用，各级组织要
建立岗位竞争机制，通过岗位竞争完善学习业
绩考评体系，以业绩为杠杆，公开赛马，末位淘

浅谈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企业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即民族
性、时代性。企业文化建设一方面要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实现其本土化。
另一方面，面对一个竞争激烈、价值多元的全
球一体化市场，企业要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
秀成果，为我所用。脱离了企业管理这一实践
的土壤，企业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也就失去
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21 世纪将是一个文化
冲击的世纪，企业能否培育自己的文化并发挥
其作用，将决定其在 21 世纪的生存能力，企业
的文化将成为未来企业的第一竞争力。
一、
企业文化建设切忌形式主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员工的心
声，表现他们最珍视什么，希望怎样工作，怎样
生活。而有的企业只注重搞形式主义，做表面
文章，甚至有的纯粹是应付上级的检查，光说
不做，言行不一致，只图形式，表里不一。形式
主义不仅不能建设好企业文化。而且是对企业
文化概念的歪曲。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企业领
导者、管理者到全体员工都应积极参与，如果
只是政工人员在那里单打独斗，而其他人员对
此不予理会的话，企业文化就只能沦为“两张
皮”，变成虚假的企业文化。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可以把员工个人的追求与企业的追求紧紧
联系在一起，将一盘散沙聚合成团队的整体力
量，然后通过对企业价值观的引导，使全体员
工形成共识，按照企业整体价值取向行事，使
自己的行为基本符合企业目标的要求，自觉遵
守群体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优秀的企业文化
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种无形力量，对企业经
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起到优化作用；同时也是一
项巨大的无形资产，能为企业带来高美誉度和
高生产力。
二、企业文化建设要坚持创新，创造富有
特色的企业文化
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紧
密结合企业实际，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塑造有
鲜明特色的本企业文化。
1、要有观念特色。价值观念的培养是企
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
工作，是全体员工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也可以
说是 企 业的 基 因。 一 些 国 际 大 牌 公 司 和 国
内 知 名 企 业 都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价 值 追 求 ，只
有理 念 、价 值 才能 引 领 企 业 不 断 身 更 高 的
境界提升。
2、要有行业特色。行业特色主要体现在
企业精神上。一个企业独特的企业精神，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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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创业、发展、开拓市场的实践中产生发展
起来，并成为企业的特色。企业精神的培育和
发展，能够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成为企业发
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企业经过实践和归纳提
炼，初步形成自己的企业精神，它是企业向心
力和凝聚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
富。
3、有品牌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好
品牌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有的甚至代表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有了品牌特色，才会产
生品牌效应，
树立起企业良好的形象。
三、
企业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企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
调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和信任人，重视开发
人的精神因素，确定人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才能，使全体员工树立
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一致的奋斗目标，形成
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成为一个具
有战斗力的整体。一个企业光有先进的技术
装备，而没有配套的先进管理和吸引人的企
业文化，是无法长期有效地运作的。企业的活
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企业文化的中心也是
人。因此，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关键在于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通过

最近拜读了集团公司 “我和我的铜陵有
色”故事集系列文章，感触很深。这一系列文
化故事的主角都是集团公司众多优秀人物的
代表。文章语言朴实而有哲理，主人公形象饱
让人不禁为之激动、
满而充满激情。读完文章，
如何
赞叹、
折服！当然对于入职有色的我而言，
做一名合格的有色人，将是我今后努力的方
向。
做合格的有色人，首先要学会热爱自己的
岗位。正如《过去的故事》中所记录老一代矿
工像叶尚初师傅风采一样，为了多掘进，多出
矿他经常一人干两个班才上井。人家一天打
1.1 米，他一天打 1.3~1.7 米。利用班前挤一
点，
班后占一点抢进度。一年下来工作量远远
超过了别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依然以苦为
乐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走在别人的前面。
1955 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 年
9 月 27 日作为安徽省代表出席国庆 15 年观
礼并与毛主席合影。这种对工作岗位的责任感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种对工作的劲头也不是
每个人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他，用自己的担
当和责任对“爱岗敬业”这四个字做了最好的
诠释。
做合格的有色人，除了有满腔的责任感，
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厚实的基础知识和勇于
创新的精神。正如企业文化故事 《把脉洋设
备》中所记录的电气工程师高万龄一样，1978
年 10 月凤凰山铜矿发生了一起最大提升箕斗
电气故障，
他利用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查出了潜
伏期达到 8 年之久的隐患，
从根本上排除了故
障使这套外国设备安全运行。而且他运用已掌
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带头大胆地将引进
电机车上的电气控制元件全部改成国产元件，
并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改进控制方案。经过两个
多月的安装调试，
获得成功，投入生产，填补了
我国双机牵引电机车“可控硅脉冲调速”的空
白。集团公司还有很多个高工一样的人，他们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奉献着
自己的力量。
做合格的有色人，更要有积极的态度。一
位伟人曾经说过：
“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
人。”正如《态度决定高度》这则小故事所说
的一样，一个人的态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他的成功与否。铜冠铜箔的丁总，他就有这
样的魄力在了解我国铜箔缺口很大的这个商
机情况下果断出手克服种种困难使铜陵有色
铜箔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并且创造了行业中一
次性建成规模最大、投产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打造了铜冠铜箔成为国内最大的铜箔企业，成
为行业的标杆。是他坚决的态度决定了他事业
的高度。
在我看来，一个个生动的实例离我们并
不遥远，一个个优秀的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所
以，我要更加努力，向我们身边的优秀员工学
习，做一个合格的有色人，让自己在有色的舞
台上，演好自己的小角色，书写属于自己的故
事！
汪 明

汰；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激发职工的
危机意识，从而进一步引导职工通过提高自身素
质来积极参与竞争，使之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
有巨大触动，
建立职工成长的生涯通道。
能极大提高
二是建立激励机制。适当的激励，
职工的学习热情和自我完善的积极性，能使人才
培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之转化为职工力求
上进、不断学习提高的“兴奋剂”。鼓励职工在干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鼓励员工通过自学、培训等形
式以达到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学历层次。要形成
长效的学习机制就必须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挂钩同
步考核进行。
三是加大硬件建设，首先各级组织要建立资
源保障机制。优化和完善内部学习资源，相应建立
教育培训基地，图书阅览室，开辟学习网站，编制
各专业、各工种的培训教材，聘请专家教授进行讲
演，为职工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不断满
足职工求学、求知、求新的要求。同时要确保有一
定的资金投入，定期给员工购置和推荐一批好的
专业及管理书籍，使全体员工、管理人员班后和业
余时间有书可读，有资料可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海燕

企业文化建设来提高员工的觉悟，把个人利益统
一到企业目标的大环境之下，让其认识到“大河
无水小河干”，即企业利益最大化是员工利益最
大化的保证。员工无形中形成一种自觉意识，
结果
自然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即员工为实现企业
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
四、企业文化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自上
而下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满足顾客、员工
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和要求，同时在
质量、成本、速度和灵活性方面取得竞争优势，才
能获得持久发展。所以，
如何根据市场经济提出的
这些要求，确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和规范，
是我国企业在改造企业文化方面所要思考和解决
的着重点。几乎所有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案
例都表明，改造企业文化只能自上而下的进行。这
是因为，改造企业文化意味着要提出新的价值观
观念，确定需要形成的企业文化；也意味着改变那
些与新的价值观念不协调的政策和制度，而只有
最高管理者才拥有改变价值观念和深层机制的权
力。同时，新的价值观念要渗透到整个企业中去，
也只有从高层到底层，
才会取得实效。没有来自最
高管理者的决心和榜样行动，新的价值观念就难
以扎下根来，
新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繁荣兴旺。因
此，最高管理者公开表明赞同改造企业文化的坚
定态度，并且花费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推动企业文
化改革，
是至关重要的。
曹厚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