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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素质建新功
章电女工展风采
重要的节点，越是应该保持头脑清醒，

华电章丘 秦素贞

越是要确定自己立场的坚定。
放眼全球大格局，低迷依然；转看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华电章丘公司厂区厨艺大

中国大盘子，驻新常态；近观华电成绩
单，催人奋进；回首华电章丘跃进历
程，热血沸腾。
“六个华电”构建发展新

倡廉风，净化交际空间

赛现场，参赛选手用蔬菜拼出了蝴蝶、金鱼及各种花鸟草

加强教育，敲响腐败恶果警钟。

们又认真地向员工讲解制作菜肴的用料和程序，问及参

虫的拼盘，造型各异让人大开眼界。在选手展示环节，她

蓝图，
“2357”规划描绘华电章丘新篇

持续不断的党风廉政教育不能停，腐

赛感受，选手们纷纷表示：
“ 今天既过了我们妇女自己的

章，华电集团引领广大员工走向全面

败警钟必须时刻敲响。从人性的角度

节日，又增添了我们女职工的精气神，感觉挺不错。”这是

小康的幸福大道，华电章丘的无限前

分析，人类本身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

华电章丘开展的三八节系列活动之一女工厨艺大赛时的

景为我们的幸福托底。

益，这是本能不可否认。但是，人不是

几个场景，登山比赛、征文比赛也同步举行。

如果幸福是船，廉洁就是抵御水

只有本能，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时刻对

多年来，华电章丘女职工紧紧围绕工作重点，积极开

压的船底；假若幸福是大堤，廉洁就是

广大党员进行深刻而有力的廉政教育

展争创“巾帼标兵岗”、争当“女职工标兵”和创建“工人先

巩固防洪一线的基石。强廉识，践廉

活动，把腐败的由来、过程和后果都宣

锋号”活动，使女职工心理素质得到强化、自信心进一步

行，倡廉风，让腐败之人无处遁形，扼

贯至每个党员心中，在心中埋下一颗

增强、综合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杀腐败之风于未然，留一片清净于心

廉洁的种子，并持续帮助它发展与成

劳动竞赛激发干劲。一是围绕目标，抓重点、克难

间，
保一生幸福在身边。

长，只有这样，在遇到腐败风雨的侵袭

点、保安全，积极开展了“建功章电”、
“ 平安章电”劳动竞

时，才能抵抗得住诱惑，成长为参天大

赛活动。组织女职工积极参加“五型班组”、
“ 标兵岗”竞

树，
敢于直面暴风雨的挑战。

赛活动，激发了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情，取得了突出成

华电章丘组织重点岗位人员参观廉洁教育基地

强廉识，筑牢思想大堤
强 化 学 习 ，让 思 想 不 再 模 棱 两
可。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

家庭助廉，温馨抵御不良风气。

不断牢固广大党员的是非观和价值导

时做好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净化个人

向，用良好的环境塑造人的优良品质，

周边环境，让腐败之风在君子面前止

如果说持续不断的警钟教育是对广

公司多项优秀合理化建议奖。三是组织女职工积极参与

坚决做到从内心
“不想贪”。

步，
让廉洁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扎根。

大党员廉洁种子的种植，那么家庭的

技术创新活动，女职工参与的 QC 科研项目荣获国家、省

抓身边人，全家廉洁一个不少。

温情帮助就是对其成长提供了所需

级多项荣誉。

绩。二是组织女职工积极参加合理化建议活动，并获得

政建设，从颁布八项规定到开展“三严

强 化 思 考 ，让 廉 洁 扎 根 内 心 世

三实”主题实践活动，无不彰显了以习

界。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在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的爱的营养、成长的阳光。家庭的帮

文化活动陶冶情操。华电章丘通过组织乒乓球、羽

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对腐败方

则怠。在不断强化廉洁学习和沟通交

例》中，关于党员干部亲属违反廉洁纪

助，可以给予党员干部强大的内在动

毛球比赛、女职工才艺展示等多种活动，培养了一批文体

面“壮士断臂”的决心。在 2015 年 10

流的基础上，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个人

律行为的处分的有关规定占据了很长

力；与家庭的良性沟通和交流，是党

活动骨干,有效地提升了女职工文化品位。

月，更是重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

的思想修养上，每个党员应该对所学、

的篇幅，说明党中央在总结历年反腐

员干部不去贪、不想贪的本质原因；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所见、所闻进行深入思考，对自己的日

败斗争中充分认识到抓腐败、保廉洁

家庭的坚强抵御和大力支持，可以给

动，征集读书心得体会、论文，举办演讲比赛，涌现出了一

例》，以条文的形式准确地阐述了哪些

常行为进行判断，决定哪些行为是符

不仅是党员干部自身的问题，还充分

党员干部提供与腐败斗争时强大的

批优秀演讲员和诗歌文赋“才女”。

行为属于腐败，哪些行为应该杜绝，对

合廉洁要求，哪些行为是违反要求，进

涉及到了党员干部的直系亲属。翻阅

人心后盾。家，是人生幸福的归属，

于指导广大党员干部如何杜绝腐败、

而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领导干部和

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自传和讲话时，总

也是奋斗动力的源泉，更是工作成功

谐稳定发展，女职工也以提高素质、奉献企业的实际行动

保持廉洁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与价

广大党员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工

是可以看到我国领导人在管好身边人

的根基。用廉洁的观念指导家庭，在

为自己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发挥“半边天”作用的广阔空

值。广大领导干部与全体党员应不断

作岗位、个人收入，不与别人比富贵、

方面上下了大力气，起到了很好的效

家庭中形成廉洁工作和生活的良好

间。

用知识武装头脑，认真研习每个条款，

比奢靡、比享乐，正视付出与收获的比

果。强化身边人的管控，不仅是一项

风气，在关键时刻给予党员干部强大

切实开展自查自纠，将以往行为与条

例，平淡对待个人名利地位的获取，牢

重大廉洁任务，更是每个党员干部保

的抗击腐蚀的力量，让“不屑贪”成为

文要求进行对照、对比，把自己在制度

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持廉洁的必做工作。廉洁面前不搞特

常态。

的阳光下晒一晒，补充廉洁的“钙”，祛

观，在思想和行动上做一个高大的巨

殊，腐败问题丝毫不许，只有这样才能

除腐败因子的小疾，做到“勿以恶小而

人，
切实做到“不去贪”。

营造良好的作风环境，才能让广大老

廉洁风气的形成，不仅在于每个人的

百姓对我们党和国家保持信任和拥

廉洁自律，也需要每个家庭的良好氛

护。

围，更需要社会整体的共同倡导与支

为之”，
用制度的牢笼厉行
“不敢贪”。
强 化 交 流 ，让 廉 洁 成 为 圈 内 共
识。闭门造车，不如广为交流；思想碰
撞，方有灵感闪光。因此，在加强自身

践廉行，谨记防微杜渐
抓日常事，树立个人廉洁标杆。

抓关键点，时时廉洁不遗丝毫。

善用科技，让眼光所至皆廉洁。

持。步入 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

古人说：
“ 成功每在穷苦日，败事多于

月异，对每个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传播

党性修养的同时，广大党员干部应不

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是在量变的基础上

得意时”。在反腐倡廉方面，不能有一

与宣传的技术手段不断发展，手机与

断强化与同事、党员同志进行廉洁交

不断积累，在时间的作用下，最终产生

丝一毫、一时一事的松懈，是必须穷其

移动网络在当下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了

流，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廉洁大讲堂，利

了本质的改变。人性的改变，亦是如

一生而完成的巨大工程。人在得意之

主流。这就需要我们紧跟时代的步

用国家重大节日开展廉洁专题教育，

此，纵观历史长河，翻阅腐败档案，所

时，往往不能较好地坚守自己的原则

伐，善于利用当下主流的媒介与工具，

通过创新管理模式与沟通机制，不断

有的贪官污吏都是从日常行为上失去

底线，很容易给予投机分子留下可乘

不断在整个社会和环境中，布局廉洁

优化廉洁教育模式，强化交际环境的

了立场，逐渐从随波逐流转换至听之

之机；人在忧伤之刻，更会给予不法分

教育“根据地”，播撒反腐败斗争“种

净化与升级，组建廉洁奉公的坚强朋

任之，最后在掌握了权利之后，变成了

子留下以关心之名的腐败炸弹。优秀

子”，持续开展廉洁反腐教育，制作更

友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择其善

“权利出租”。所以，腐败必须抓早、抓

的党员干部，应该时刻牢固廉洁防范

多、更好、更有教育意义的宣传教育短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各种

小，廉洁必须抓每日、每次，不让腐败

意识，不以个人处境的改变而变化，党

片，让每个人的眼光所至都充满了廉

各样的活动中，通过对优秀党员的行

的因子靠近，不让廉洁的营养丧失，在

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更应在每位

洁的分子，让污秽的腐败风气无处遁

为进行表彰，对不足的行为进行批评，

行动中做一个有原则的标杆，在斗争

党员干部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越是在

形。

读书自学塑造心灵。该公司坚持开展“书香章电”活

丰富多彩的女职工素质提升活动推动了该公司和

章电文苑

暗夜里的花朵
华电章丘 李云

雨 点 敲 击 着 大 地 ，一 种 迷 人 的 节 奏 ……
啊，夜晚，盛开了全部的温柔。
一朵朵暗之花在空间里漂浮，旋转。一切
与天地和谐的物种，也与人和谐，与你和我。此
刻，我在暗夜里醒着，不为失眠，只是听雨。
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听见上帝之手的弹
奏——漂浮着的雪梨花，大片大片的光芒，洪荒
之力，一排排波浪……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到过
那里，我的姐姐也到过那里——

巾帼风采

云朵旋转，一次又一次的覆盖，一次又一次
的抵达，那些花朵的深渊！

赵咏梅：绽放在一线的红梅

上 帝 的 创 造 力 制 造 着 永 恒 的 欢 乐 ，也 制
造 着 绝 对 的 音 乐 ，有 如 天 籁 —— 流 水 ，鸣 泉 ，
月光……
哦，时间是最后的见证。我又一次看见那

华电章丘 王冬梅

个又一个难以诉说的悬念。无论刮风

火等事故的发生，及时避免了因机组

下雨，无论酷暑寒冬，赵咏梅终像一颗

“非停”导致的经济损失，保证了机组

螺丝钉默默守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安全稳定运行。在一次又一次事故处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上，在一个又一个看似平淡的悬念中，

理中，锻炼出了她沉稳果敢的性格。

开……”红梅高尚的品质，坚强的性

千万次重复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同 时 ，她 还 很 好 地 发 挥 了 老 员 工 的

格，无不让我们赞叹。而华电章丘运

这个永恒的话题，在一次又一次设备

“传、帮、带”作用，用自己的技能特长，

行分场集控女工赵咏梅，就是为机组

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做到无运行操作

向身边的新员工们传授着技术和工作

而现在，是什么在咝咝的鸣叫？在细而薄

安全生产而绽放的一朵红梅，她默默

导致机组“非停”事件发生。在不断地

经验，关心着他们的生活，自然她也成

的空气里，众多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一种漫

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日夜运

学习磨炼中，在一遍又一遍单调的巡

为班组
“老大姐”。

无边际的恐惧！我又记起姐姐从悬崖上坠落

转的机器与设备，将自己的激情与梦

回检查中，她总结了眼观跑、冒、滴、

作为一名一专多能、业务驾轻就

想扎根在生产一线。

漏，仪表指示；耳听声音异常；鼻闻油、

熟的技术骨干，工作中她不断学习充

烟异味等现场检查诀窍。

电，也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不仅提升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赵咏梅，华电章丘集控运行唯一

些雨水中的花朵，她们在暗夜的镜面上翻转，上
升，携带着雪梨花的魂魄 ——哦，姐姐？
曾经的夜晚，我漫山遍野地奔跑，在我童年
的山岗上奔跑。
我奔跑，与我坠落山崖的姐姐一起，带动了
暗夜里的河水——

的一刻，都说那是一朵野花的诱惑，是花朵的
陷阱。
一朵野花就带走了 13 岁的姐姐，从此她再

一名主值班员，在工作岗位上她做事

对于运行人员，最重要的工作标

了她精湛的技能，更在技术攻关上起

干练、细致认真。扎根 13 年来，她不

准莫过于运行规程，只有更好地理解

到重要作用。华电章丘二期#3 机组

姐姐是被上帝之手带走的，而上帝之手也

知放弃了多少休息时间，用自己高度

了规程，才能干好运行工作。而作为

在低氮燃烧器改造后，炉渣可燃物含

会弹奏这么美好的音乐，他在彻夜给我制造雨

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集控运行这片

工作了十年有余的赵咏梅，早已将规

量一直居高不下，在严重影响机组经

战地上，无私奉献、默默坚守着，也凭

程烂熟于心中。凭着对运行规程的

济运行的情况下，赵咏梅与所在班组

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遇到问题不解决

纯熟理解，在运行分场组织的运行规

人员从实际出发，一同探索，多方分

不罢休的钻劲，由一名普通的巡检员

程考试中，赵咏梅多次取得优异的成

析、攻关、实践，研究探索出了一套降

用，她主动参与，积极献计献策。平时

了一种迷人的节奏。大地因此更加母性，饱满，

到副值班员、主值班员，一步一个脚印

绩，屡得身边同事称赞，被誉为“活规

低炉渣可燃物含量的有效方法和措

只要看到有随意摆放的记录本和细小

深情地把万物拥抱在怀里。大地也拥抱了我，

地成为了二期集控运行一线的一名一

程”。

施，并经过应用，最终解决了炉渣可燃

的杂物总会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弯下腰

久久的……

也没有回来。

声和水声。而闪电，划破了夜晚——
赵咏梅巡视现场设备

一些影子在墙壁上摇晃，一直摇晃，它们加
深了我的恐惧。而雨点，继续敲击着大地，制造

专多能岗位能手和业务精湛的技术骨

“细心监盘，加强巡检，确保机组

物含量高的问题，一举将#3 机组炉渣

整理一下或捡起来；工作餐后总能见

干。她也因此先后多次荣获华电章丘

安全经济稳定运行是运行人员的天

可燃物含量由原来的 26%降至 10%左

她拿着擦布忙碌的身影，也凭着她和

我能更加感恩和成熟，像一朵百合花走过黑夜

“技术能手”、华电章丘“先进工作者”

职”。运行操作方面，她始终坚持多动

右，直接为机组的节能降耗做出了突

集控人员共同的智慧和打造，二期集

的长廊……暗夜的镜面上长出了一排崭新的花

手，苦练事故处理操作。在设备存在

出贡献。

控室成为了 7S 星级示范区。

朵，我知道有一朵，属于姐姐。

等荣誉称号。
“运行”是电厂最枯燥最繁重的工

缺陷的情况下，首先做好事故预想，做

“一尘不染的办公环境、明亮通透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她默默把

种，这里只有“隆隆”的机器声，观火孔

到无运行操作导致的机组“非停”事件

的工作区域、整齐列队的物品物件以

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日夜运转的

里火焰的跳跃，电脑上运行数值的闪

发生。在不断地学习磨炼中，她把运

及生机绿色点缀，无不展示着集控 7S

机器，带着自己的执着与对岗位的尊

烁，甚至是静谧的夜晚那突如其来的

行操作总结为“胆大心细”四个字。遇

带来的全新蜕变。”在运行开展的 7S

敬扎根在运行这一方舞台之上，向我

警报，这里更多的是责任和危险，是一

到事故，果断处置，多次防止了锅炉灭

创建中，赵咏梅充分发挥了女性的作

们展示着梅花绽放的风采。

我盼望在彻夜的雨水中，在大地的怀抱里，

——曾刊于《中国诗人》2016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