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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
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最后
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
样，爱我如生命。                           ——题记

年少时，我们像雄鹰一样渴望去外面更广阔的天空自

由翱翔，于是总不爱归家。中年时，当我们被生活的重担压

迫得忙于奔波生计时，又总没有太多时间归家。老年时，当

我们终于有很多闲暇的时间可以呆在家里，却突然发现，

那个一直等你归来的人什么时候已不在了。在当今这个快

节奏的社会中，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

少，很多地方出现了所谓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于是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因为孤独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记得刚毕

业的一段时间里，那颗年少不安分的心总想去外面的世界

闯闯，但这个想法后来被家人很多关于陪伴的小细节所打

消。外婆家在一楼，每次窗外有停车的声音，外婆便步履蹒

跚地走到窗边习惯性的往外瞧，后来才知道，她在看是不

是舅舅回来了，对于外婆来说，虽然失望的次数是绝大多

数，但她仍旧一次次的抱有期待。曾经问过小姨和舅舅，既

然中午单位食堂有午饭，为什么还要大老远的折腾回来吃

饭？他们说: 中午大家陪外婆吃饭的时间或许是老人家

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光，如果能让老人开心点，他们累点又

何妨。

去年国庆外公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外婆的情绪很低

落，一向精神矍铄的外婆那时候变得很少说话，总是呆呆

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很少与人交流。舅舅发现后，每天都

尽量下班后早点回家，和我们几个晚辈一起陪伴着外婆，

主动聊起以前村里的人和事或者他们小时候的事情，有时

候故意装作想不起来某个人或某件事，从而引起外婆的参

与，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故事都能倒背如流了，但这

个方法确实很见效，渐渐地外婆又恢复了开朗，慢慢地从

外公去世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外婆总共有五个孩子，母亲、

大姨、二姨由于不在外婆身边，于是总是隔三差五的给外

婆打电话，陪她聊聊天，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看外婆或者

接外婆去家里住一段时间。舅舅和小姨更是从吃穿住行中

每一个小细节给予老人最好的照顾。五个子女都在以各自

的方式孝顺着自己的父母。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水平的飞

速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与此同时，

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忽略，需要齐头并进。家庭是社会最

基本的构成要素，只有每个家庭团结和睦，整个社会才会

和谐幸福。古语说:百善孝为先。

从古至今，孝顺父母的美谈层出不穷。古有汉文帝刘

恒亲尝汤药、仲由百里负米、王祥卧冰求鲤；今有张尚昀背

母求学、潘健割肝救父、王其高还乡奉母。这许许多多的事

例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很

经典的话: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

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对于父母而言，或许最好的报

答方式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一粥一饭的点滴陪伴。在当今

快节奏的社会里，让我们“慢下来”，多些时间陪伴与照顾

家人。正如歌词里所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别在让年迈的父母感到孤独。也希望所

有的年轻人，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回家的路。

       （作者/王新新）

最好的爱是陪伴

家风﹒ 家训伴我行

集团本部 何红录 摄 汉江机床 李秀国 摄

汉江机床 李秀国 摄 集团本部 何红录 摄

“聚焦双创·匠心筑梦”主题摄影作品选登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集团本部销售计划一处党支部认真学

习了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在行业研讨

会上关于《机床工具行业及企业如何迎接习

近平新时代 实现强国梦》的讲话。结合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和新党章，联系部门的

实际工作，销售一处决心以十九大精神为动

力，以十九大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

措为引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第

一”，为集团公司业绩上台阶再立新功。

秦川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坚守技

术立企，勇于模式创新，从步入市场经济

时的推墙入海，到进入“全国 100 家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秦川以担当、自强，

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实现了企业的稳健发

展。从企业上市，到债转股，从股权分置改

革，到整体上市，公司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

融资本的有机对接，同时成功打造精密机

床主机、关键零部件、现代制造服务三大业

务板块，并加速向高端化、精密化、数字化、

智能化制造服务挺进。

在去年4月份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机床

展会上，沈烈初老部长在听取了公司近几年

的改革、发展情况后，高兴地鼓励秦川，坚持

技术进步，大胆进行模式创新，紧紧抓住用

户工艺的发展方向，在机床行业普遍下滑的

形势下，勇担当，敢作为，走出一条具有秦川

特色的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做大之路。

作为企业的销售团队，我们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

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上来。不断

增强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法治意识、责任

意识、担当精神。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的“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

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

和服务供给”的要求，谋好供给侧的事，站

好供给侧的岗，不断强化竞争意识、质量意

识、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

精密机床作为装备制造业“母机”的重

要组成，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

通用型中低端机床市场需求有限，另一方

面国内中高端机床仍有较大的需求空间。

如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领域对高可靠

性、高效率的精密齿轮磨床需求较大。这些

用户对机床可靠性和加工效率等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为供给侧，提高产品质量、提

升产品技术水平和提高服务质量将是我们

的核心着力点。

去年，汽车、农机市场，特别是新能

源汽车及电动汽车市场需求较大，公司

主机产品高效磨齿机以技术水平领先、

稳定性好等优势在用户中树立了良好形

象，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从已销售信息看，

YKS7225、YKZ7230、YK7240 等高效磨齿

机床销售比重占整体磨齿机一半以上，主要领域为重卡、新

能源汽车、农业机械、减速机等行业。YKS7225 高效蜗杆磨

齿机市场需求旺盛。2017 年销售系统与企划部组织参加北

京机床展览会、上海工博会，很好地推广了公司主机产品，先

后有 130 多家客户来公司考察洽谈、验收机床，进一步促进

了主机产品销售的增长。年度实现销售收入，发出商品同比

均有较大增长，较好完成了公司下达经营目标任务。

面对当前市场形势和经营任务，销售计划一处将继续加

强党员干部和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客户最关心、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开展工作，诚心实意的为客户着

想，忠实践行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第一”的经营理

念，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贡献力量，为秦川模式增光添彩。
（销售计划一处党支部）

近年来，一种具备颠

覆性的制造技术闯入人

们的视野。它具有轻量

化、整体化、高效化的特点。特别是对于

传统工艺极难加工或无法加工的零件，

更是可以大显身手，它就是刚刚崭露头

角的 3D 打印技术。

在制造业中，传统制造的方式是“减

材制造”。它是利用已有的几何模型工

件，用刀具将毛坯材料逐步切削、打磨、

减少，最终成为所需的零件。有时候遇到

备料尺寸过大，序间留量过大的零件，只

有依靠延长加工时间加以解决，而生产

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而 3D打印技术，则是根据一个数字

三维文件，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材料的平

台上，一点点逐层打印，添加材料，最终成

为一个三维整体。由于整个过程是在不断

的堆积材料，也被称为“增材制造”。

新技术并不是革命传统工艺，而是

对人的设计思维的一次变革。主要从设

计源头改变传统工艺对设计思想的一个

束缚。它的最大优点就像俗话说的，“不

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越是复杂的零

件，3D打印就越能发挥出它的优势。

3D 打印技术，对未来装备制造业一

定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许有一

天，我们的产品如空心拉刀、大模数滚刀

甚至于各种数控机床也能打印出来，我

们坚信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随着 3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从飞

机、船舶的机身、发动机，到

探索太空的火箭、卫星、月球

车等等，到与我们的生活相

关的鞋类、建筑、汽车、牙科和医疗产业、

教育、土木工程以及其他领域，3D 打印

都能“一网打尽”。未来这项新技术会逐

步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以 3D

打印为代表的新科技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物质生

活，更重要的是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思

想和观念，而恰恰就是这种头脑中的变

革，引领着人类一步步从昨天茹毛饮血

的洞穴里走出来，创造了今天的文明与

繁荣，我们坚信，人类凭借思想上不断的

自我超越，一定会缔造出一个不同凡响

的明天。           （通讯员/张战斌）

人们早已经习惯在打开一个网页的

同时，可能会被推送各类商品广告，有时

我们会调侃说自己又“被大数据”了。但很

少有人知道，为了让这则毫不起眼的商品

广告出现在适合的屏幕上，屏幕背后已经

上演过一出蔚为壮观的群集大战：

不同广告代理公司的系统对“你”进

行识别和计算，根据识别结果各自把出

价信息发送到广告竞价平台，广告竞价

平台通过比价选择出价最高者，出价最

高者获得这个广告展示机会，最终一则

商品广告出现在“你”的屏幕上。

这种通过实时竞价方式购买每一次

曝光机会的广告形态，是互联网时代广

告主在做精准投放时最常用的方式，也

是完全依赖算法的一种广告形态，因为

以上那一连串竞价动作都必须在一秒钟

以内完成。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作者杰

瑞·卡普兰有这样一段描述：“任何时候，

在你买东西、访问网站或者发表评论时，

都有一支由电子智能体组成的雇佣军在

暗处‘观察’着你。”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穷尽办法获取

信息去为用户画像，力求比用户更懂用

户。做用户画像的公司通常从互联网和

社交媒体中获取用户的性别、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社交喜好等诸多信息，再根据

这些数据信息推送商品广告。

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提升，未来广告

的投放将更加精准，不是算法知道我们在

购物车里放了什么，而是算法潜移默化地

影响我们的购买。       （通讯员/陈思）

未来 —— 打印的世界

“算法”是这样知道我们的网购习惯

以赛促学  推动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近日，为进一步引导干部员工深刻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入心入脑、落地生根，集团公司利用《秦川机

床工具报》微信公众平台在全集团开展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知识竞赛分五期进行，内容涵盖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新颖的形式受到广大员工的好评，

已有千余人参与答题。

在宝鸡机床，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暨企业文化理念知识竞赛活动也开展得

有声有色，来自 11 个团支部的 20 名选手参

加比赛，比赛设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题、抢

答题、观众互动题四种题型。经过激烈角逐，

科技团支部荣获一等奖，数控二车间团支部、

六号车间团支部荣获二等奖，四号车间团支

部、机关团支部、销售团支部荣获三等奖，其

他四个团支部荣获优秀奖，现场为获奖队颁

发奖品和纪念品。    （通讯员/史涛 王军）

集团公司团委组织开展“情暖冬日 

爱在秦川”爱心捐赠活动

为了弘扬“奉献、友爱、团结、奋进”的

志愿精神，传承传统美德，近日，由公司团

委组织举行了“情暖冬日、爱在秦川”主题

爱心捐赠活动。此次活动在各基层团支部

广泛宣传动员下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

响应与参与，共收到衣服 2124 件，图书

217 册，学习用品 276 件，鞋帽 55 件及玩

具、运动器具等其他物品，为郊县山区贫

困村民及孩子们献上属于自己的一份爱

心。寒风浸骨而爱暖人心，这个冬天将因

为爱而注定不会寒冷。
（通讯员/王芸）

武装保卫处开展岗位技能、

体能竞赛暨趣味活动

近日，公司武装保卫处工会及团支部

组织处内全体员工开展了“2017 年年终

岗位技能、体能竞赛暨趣味活动”。各参

赛队员在赛场上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比赛热潮。

此次活动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使员

工身心得以健康愉悦发展，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企业。
（通讯员/刘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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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叶
这是一枚红果
赫然在秋枝上独挂
沃土千林的一枚红叶
叶脉仿佛一个个象形文字
我读不懂它
读不懂的红叶
与风握手
与太阳光合
将全部的红色
寄予了红果的风雨兼程
在灌浆孕籽的季节
或许，会有蒂落得错觉
这枚红叶啊
又陪伴他风雨一程
然后安然地飘零，飘零
只留下他与秋风为伴
在寞然的晚风中
当一股清醇的果香轻拂
却不吹捧自己的曾经
曾经枝头的美丽
只一阵风的劝慰
便化作春泥
是那样平凡，平凡

“亲爱的红叶
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的名字
我与春风同生
我的血液
已融入祖国的血脉…… ”

（通讯员/ 李永平）

编前 在 2017 年 11 月 23 日- 24 日 举 办 的“ 第 30
届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发展论坛暨 2018 年运营形势研讨
会”上，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回顾了机床工具行
业跌宕起伏的历史。他的讲话里，既有为机床工具行业
进步而击节赞赏，也有为行业的停滞不前而痛其不争，
并密切关注机床行业在创新发展中不同的“实践模式”。
公司党委宣传部将讲话作为形势教育材料下发后，集团
各单位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结合当前
严峻复杂的行业形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进行
学习，并撰写了学习体会。

文 化 微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