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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10 月 1 日，是国庆中秋“两节”合

一，有人在外出旅游中放飞心情，有人在与家

人共享团圆，而在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装

卸车间，职工放弃长假，坚守在工作岗位，为保

证“临选精煤”洗选默默奉献在生产一线。

肖雨辰：
“在岗位上过生日特别有意义！”

卸煤班组承载着入厂原煤的清卸，每天的

卸煤量在 450 车以上。为保证双节期间的原煤

正常洗选，卸煤各个组的职工们坚守在岗位。

“卸煤一道原煤临焦 39 车，目测装车高度正

常。”“卸煤五道绞车设备完好情况已安全确

认，准备卸车。”这是卸煤组长许淮北发在车间

微信生产群内的两条信息。

10 月 1 日这天，是卸煤职工肖雨辰的生

日。熟悉他的同事和他打着招呼，“雨辰，今天

是国庆节，也是你的生日，在岗位加班啊?”“是

的，国庆节与班组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在岗

位上过生日特别有意义！”生性开朗的肖雨辰

爽朗地说。国庆节当天，该车间共有两名职工

在岗位上与共和国一起过生日。

张喜燕：“双节期间更要保证精煤
装车质量”

装车班负责将精煤装车后发给客户，他们

主要是清理火车皮、处理车门、装车等工作。特

别是清理车厢内的杂物，劳动强度大，需要用

扫帚将杂物清扫干净后才能装运精煤。大到成

堆的杂物，小到一个塑粒袋、一个烟盒、烟头或

一把稻草，都要清理干净。

女职工张喜燕，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凡是她装车，真正做到精准装车，不偏载、不集

重、不超载、不亏吨。装多了，给企业造成损失，

装少了，客户会投诉，影响“临选精煤”声誉。每

次装车，张喜燕都心无旁骛、一丝不苟，始终做

到精准装车，从未出现装车质量事件。一趟车

装完，她喝了杯水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更

要保证精煤装车质量，一旦客户投诉，我们临

选精煤的品牌就受到影响，损失就大了。”

石登登：“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是我们的责任”

机修班负责车间生产设备的完好维护，及

时焊补、更换锈蚀、损坏的设备，为设备的健康

运行保驾护航。节日期间，机修工石登登与李

晓枫对负责包保的皮带设备进行完好巡查。当

发现 A2105 皮带走廊一处底托辊落架有异响

后，在带完煤后便联系集控停车、办理停电手

续进行更换。捆扎、起吊皮带，卸掉损坏托辊、

安装新托辊，上螺丝、加油。

虽是凉爽的秋季，在闷热的皮带走廊内一

道道作业程序下来，他们两人还是一身煤灰、

满脸汗水，身上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透。身材

瘦高的石登登擦着脸上的汗水说：“在举国欢

庆的日子里，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是我们的责

任。”

周俊侠：
“让厂房也干干净净地过双节！”

虽是国庆中秋双节，生产辅助班的职工们

还是早早来到岗位上，对厂房各岗位地面、皮

带走廊、窗户、管道等设备设施清扫除尘、洒

水、亮化。女职工周俊侠身材虽瘦小，但很能

干，无论在哪里干活，都干得干干净净。

刚刚八点，她就在厂房内挥舞着扫帚清扫

着地面煤尘。很快脸上便有了汗水，但她全然

不顾这些，依旧挥舞着扫帚。她说：“双节期间

厂里虽然不检查，但是地面卫生也要弄好，让

厂房也干干净净地过双节！”

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在国庆中秋双

节期间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职工还有很多，他们

在用辛勤的汗水点缀国庆美好画卷的同时，也

用勤劳的双手证明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渊肖震冤

这里有从技校生一路逆袭为“大国工匠”

的高兴亮，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全煤女职工建功

立业标兵周庆莲，有收养脑瘫儿 16 年不离不

弃的杨永庆夫妇，有敬业奉献的“蒙古马”吴

琼，还有让党旗在美好兴隆防控疫情第一线高

高飘扬的临时党支部……这些身边的人物，平

凡的小事，就像一粒粒微小又坚挺的火种，点

亮了山能兖煤兴隆庄矿文明创建的炫光异彩。

“英模人物”在身边

在云南滇池跃水勇救路人的“邹城好人”

王磊、刘玉廷是新时代平凡的英雄，是有担当

的山东好男儿，他们却说：“这不算啥大事儿，

有能力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去的。这些

年，咱们国家一直在宣扬的不就是这样的道德

观吗？见义勇为，那是咱兴隆人刻在骨子里的

最朴素的本能。”残疾职工石长存，20 多年坚

持助人，以身残之躯诠释美好，用一己之力传

递温暖关爱。这些年，石长存资助别人到底花

了多少钱，他说，自己从没算过，也没想过需要

别人来报答他。他说开导劝说都是相互的，

自己也是在不同人的鼓励中乐观勇敢面对生

活的。他用行动、用力量传递最真挚的温暖

关爱！

以榜样之光引领新时代奋斗征程。在培养

选树典型，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兴隆庄矿

尤其注重先模精神的灌输和传承，让榜样成为

看得见的力量，在美好兴隆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沃土上如泉水般源源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大国工匠”高兴亮扎根矿山 35 年，从树

苗到栋梁；成立高兴亮工作室，从栋梁到“育苗

人”。“技术只保留在自己身上是没有用的，解

决实际难题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应该让更多的

职工掌握维修技术。”高兴亮毫无保留地传授

经验，实现着从劳模“1 人做贡献”到“1+1 群做

贡献”的提升。

从“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到“暖阳阳”志愿

服务协会、从创新工作室到大国工匠实训基

地，从“好侄媳”到“好儿媳”、从拾金不昧到见

义勇为，先模人物和先进事迹在矿区不断涌

现，一个个平凡的善举汇聚成道德的海洋，“先

模现象”逐步成长为“先模精神”，汇聚民智、凝

聚民心、提升民气，成为美好兴隆新时代精神

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

“英模风采”在引领

该矿在多年积聚文化底蕴基础上，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在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中，建立发现典型、培育典型、宣传典型、

激励典型的长效机制，以典型引路，以榜样育

人，营造人人学习先模，人人争做先模的浓厚

氛围，为“美好兴隆”主题文化建设夯实了坚实

的精神文明基石。

搭建教育培训平台、拓展培训平台、人才

实践平台三大平台，坚持寻找身边榜样、推荐

“感动兖矿”人物和文明家庭、评选“美好兴隆

人”和美好家庭、开展“文明示范点”“党员责任

区”“青年文明号”“文明职工星级竞赛”“青年

岗位能手”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典型评选

活动，把各个领域成绩突出、群众认可、示范带

动作用明显的先进典型推举出来，为先模人物

的成长提供平台和沃土。

建立完善了以“先模墙”为主的宣传教育

“一条街”，以兴业长廊为主的宣传教育“一长

廊”，以采掘头面为主的宣传教育“一条线”，以

井口到井下运输大巷为主的宣传教育“一条

龙”，以区队班组学习室为主的宣传教育“一园

地”，以广播、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栏、

板报等宣传教育“一阵地”的“六个一”融合宣

传教育模式，全面展示先模风采，引发群众共

鸣，扩大先进典型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新时代美好兴隆文明实践中心的建立，为

道德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宣扬先进事迹和先模精神，积极发挥榜

样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职工群众形成向上的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推

动“美好兴隆”企业文化落地生根。

渊谢红玲 林丽丽冤

近日，在浙江省淳安县屏门睦剧之乡屏门

村文化礼堂里人声鼎沸，像过节一样格外热

闹。一支由该乡党员睦剧表演队自编自演的

《防诈骗》睦剧节目正在这里隆重演出。屏门乡

采用此宣传形式增强乡村老百姓防诈骗意识，

让老百姓守护好钱袋子。睦剧表演队每月深入

辖区 11 个行政村开展各类巡演。据悉，截至目

前，睦剧表演队已下乡村巡回演出 27 场。

近年来，为增强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治理，

屏门乡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当地非遗睦剧传

统文化，不断创新党建活动载体，创办了睦剧

学校，聘请杭州市剧协王杭娟等 13 位国家一

级、二级演员担任睦剧教师，开展睦剧表演教

学，激活睦剧新生力量。同时，引进了睦剧人才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王

姝苹，成立王姝苹睦剧工作室，定期开设睦剧、

竹马、绿狮等培训班。此外，在乡综合文化站新

建了睦剧大舞台、睦剧排练厅和睦剧文化展示

馆，还成立了党员睦剧传承表演队，负责传统

睦剧和现代小戏创作排演，创作了《垃圾分类

好处多》、《美丽城镇人人参与》、《五水共治美

丽屏门》等新编曲目。通过文化下乡村汇演、举

办戏剧文化节、睦剧文化旅游节等大型活动等

形式，传承弘扬屏门睦剧文化，激发广大群众

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情怀，营造“睦剧之乡”的良

好氛围，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今年 4 月，屏门乡被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正式命名为“浙江省文化强镇”。 渊徐真理冤

长假八天乐
他们乐在哪？

中秋国庆八天假期已过，好多人还在

慢慢回味中。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新升实业

公司坚守岗位的职工纷纷在朋友圈晒出幸

福照片。没有休假出行，他们乐在哪里呢？

“我收到最好的奖励”

10 月 6 日，矸石热电厂职工郑宁宁在

朋友圈晒出一支钢笔，并配文“这是我收到

的最好的奖励，因它而快乐。”这天上午，矸

石热电厂党支部书记梅兴富到车间巡检，

对现场值班职工在岗考核。电气车间女值

班员郑宁宁对支部书记的提问对答如流。

她不仅按照规程回答，还将这些年操作中

的经验进行了分享，赢得阵阵掌声。

“太棒了，我把这支陪伴了自己多年的

幸运钢笔奖给你，你是咱们电厂在学习上

的好榜样。”梅兴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

钢笔送给郑宁宁。

“电厂每月都要考核，日常也有在岗测

试，这些都与我们 10%的学习工资挂钩。”

郑宁宁说，“十一”在岗值班，没时间陪女儿

出去玩，所以她和女儿来了一场学习比赛。

通过比赛，不仅她受益，女儿每天的学习分

享也得到老师高度评价。

“我们又有新订单”

10 月 8 日一大早，新升实业城隆建材

公司总经理王学平就晒出一摞发货单，九

宫图上方写着：歇人不歇马，假期销售很快

乐。

国庆假日又逢中秋，亲友小聚避免不

了。王学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向自己的亲

朋好友推销城隆建材公司的砌块砖。在政

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充分了解砌块砖的用

途、质量后，将王学平的微信推送给正在济

南施工的建筑公司老总。

“10 月 5 号、6 号我连续两天跑到工地

与同学介绍的客户对接，经过质量验证，10
月 8 号他们便采购了大批量产品。”王学

平介绍，节假日是推销产品的最佳时机，他

不仅自己掌握了窍门，还要求公司的业务

人员都要利用好“节假日”。城隆建材公司

还单独设立了《节假日销售奖励办法》，公

司员工只要在节假日开发客户，销售产品

并进行报备的，按照日常奖励的 5%进行

二次奖励。

“‘十一’八天，我们公司有 3 位员工进

行报备，完成节假日客户开发计划，四季度

可以超额完成销售指标。”王学平说。

“我们又是大丰收”

新升实业光电公司产品订单已经排到

年底，新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公司传。

“十一”假日，忙碌的加工车间不仅没有放

假，还启动劳动竞赛，加足马力加工产品。

10 月 9 日一早，光电公司加工车间班

长李大伟晒出他们班劳动竞赛成绩单：8
天时间共加工导光块 4554 条，切片 1343
片，掏棒 13251 毫米，创出了日均加工最高

水平，班组奖励工资总额 2000 元。

“目前，加工车间是我们光电公司的主

要利润源，我们得把担子挑起来。”李大伟

说，他们通过工艺优化，班组人员优化，推

行市场化、岗位培训技能提升等多种方式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数量，最大限度地满

足订单生产需求。

“我们加工的韩国美容仪导光产品，得

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一开始我们只是分

一杯羹，客户的满意让我们有信心将市场

蛋糕做大。”光电公司董事长张玉亮信心满

满。

渊韩瑜 范振峰冤

“国庆中秋，我们在岗位上过双节！”

星火之光点亮美好未来
———山能兖煤兴隆庄矿典型培育托举文明创建侧记

淳安屏门以文化建设引领乡村治理

柴里煤矿开展“童声童画童心嘱安全”活动
童声童画童心嘱安全，情真意切更动人。日前，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工会组织企业

幼儿园小朋友开展了“童声童画童心嘱安全”系列活动，孩子们稚气的声音、充满童趣和感情色

彩的安全画以及安全提醒小礼物，让整天在百米井下摸爬滚打的钢铁汉子们笑靥如花，粗糙的

心变得异常柔软而温暖，取得了良好的安全提醒、安全宣教效果。

张八一 李美 魏珍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丰富企业文化建设载体，提升

企业文化软实力，近日，江苏省宜兴市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推进企业文

化建设，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承接江苏烟草商业系统“同心”和无锡烟

草“尚德同心”企业文化架构体系，宜兴市局

（分公司）结合宜兴地域文化，形成涵盖核心

文化、企业战略、企业使命等共 12 个方面的

宜兴烟草“尚德同心·家”企业文化架构体系。

同时，对企业文化室、廉政文化室等宣传阵地

的设施设备和载体内容进行更新提升，优化

布局配置，并采用播放视频、陈列实物等方

式，展示企业发展的实践成果，营造学习宣贯

的浓厚氛围。 渊曹庆贵冤

江苏宜兴烟草分公司
“多点开花”助推企业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