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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

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

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

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

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

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这是我最喜

欢的一本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

转瞬之间，我在“西安北站—宝鸡南

站—秦机毛主席像”这条路上已经奔走

了六年。仔细回想，这是我青春的最后一

段时光，虽然有怀疑、艰辛、痛苦，但更多

的却是坚定、愉悦和收获，感谢身边的朋

友们，感谢秦川这个大家庭，正因为有你

们并肩奋斗，才有了我如今的成长。

和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我

也曾经历过所学专业与实际工作对接

的困境。我本科所学的是计算数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则学的是机械及其自动

化专业（主要做NURBS 算法方面的工

作）。2012 年进入到秦川机床中央研究

院后，开始从事自动化和生产线方面的

工作。尽管我的教育背景与实际工作有

所出入，但是我并不气馁。“精勤求学，

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母校的校训培养了我做人和做事方面

的底线：做人真诚守信、深沉厚重；做

事坚韧不拔、笨鸟先飞。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我立下的豪

言壮语：“5 年之后，我要机械、电控、

气动、液压、软件这五个方面均能够道

出个一二。”那段时间，自我补课、自

我加压成了我生活的一切。除自动化

方案的本职工作外，我白天抽时间学

习机械等专业知识，晚上到办公室用

VisualStudio2010 进 行C++ 编 程，同

时还要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为客户宣

讲秦川的自动化优势、回厂做方案、参

加招投标、项目实施跟进等等，在这个

平淡而充实的过程中，我对机械、电控

等专业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是，知

识是无止境的，当你在为学懂某个知识

点而欣喜时，却会转瞬发现，与之相联

的另一个知识点让你无从着手。比如，

软件和工业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在与

博世力士乐的合作中迎刃而解。当时，

公司正在进入工业机器人减速器装配

线项目组，我也是具体进行方案设计工

作的成员之一。在与博世力士乐第一次

见面后，力士乐关于工业 4.0 的观点、

高度、体系深深触动了我，虽然我也在

网上看了很多的资料，了解了很多东

西，但是和对方相比，我的认识并不成

体系。在与博世力士乐对接MES 后，我

发现国内对于MES的认识界限不清晰，

而且国内外的软件架构也差别很大。找

到自己的差距，并朝着目标奋进。为了

更好地做好工作，我开始从Oracle 数

据库、SQL Server 数据库、服务器配

置等IT 基础开始，往上到B/S 架构、

C++、JAVA 语言进行学习。同时，通

过和博世力士乐的MES 应用工程师一

起工作，学习到了对方很多的知识；通

过和网络中心、数控公司的同事一起

组建了MES 小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专门去研究博世公司的MES 框架和其

中所用到的各种语言。目前，我们这个

软件小团队在应用层面——如何更改

/ 配置其余生产线的MES、如何解决服

务器/ 数据库等IT 设施的常见故障、如

何解决生产线上的电气故障驾轻就熟。

曾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进步的节

奏简直就是电梯上升的节奏啊！其实，

我想说的是，成功并没有任何捷径，只

有努力了才会有收获的可能。对于我来

说，做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也希望

能够比上次有所提升。一个简单的PPT

我也愿意做得比上次条理更加清晰、更

美观；做方案也希望比上次更加细致、

更有说服力；做设计也要求比上次更合

理、计算更准确，唯有如此，才能不断迫

使自己超越，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0.99365=0.03，1.01365=37.8，这 就

像 1.01 和 0.99 法则一样，看似不经意

的一点点，经过一整年的累积，结果就会

有天壤之别；秦川给我们年轻人很好的

平台，只要我们多付出一点点，你就会超

越同龄人很多很多。 （通讯员/陈长胜）

“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

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向往

的目标”-- 鲁迅。“驰而不息”，是先生

对人生的解读。奋斗是一种精神，但它并

非仅仅是精神，更是一步一步走出的印

记。奋斗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奋斗的过

程。每天多做一点，我们就是在奋斗。

初入汉工，处处充满着未知与新鲜。

在车间实习的过程中，渐渐发现自身欠

缺的专业知识很多。学习是成长进步的

阶梯，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提高

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认知学习的能力，自

然而然成为矢在弦上而又力所能及的奋

斗目标。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踏上考研之

路。在备考的那段日子里，坐在通勤车上

背诵着英语单词，结束一天工作后，挑灯

夜读到深夜。期间也有过惰殆，也想过放

弃，但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想到即将迎

来新的挑战，便坚持了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数月的努力后，

我取得了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机会。经

过在校一年的理论学习后，我又回到汉

工，边实践边学习，这样可以很好的学以

致用，同时在理论学习上更具针对性与专

业性。虽然有工作任务和学习任务双重压

力，但与此同时获得的是提升业务能力和

锤炼精神意志的机会。

人生旅途，我们必须由自己去擦拭

旅途中心灵的尘埃，用自己的问候驱

散跋涉的疲顿，抓紧时间，努力拼搏

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演绎出属于

自己人生的辉煌。奋斗应该在不甘寂

寞中周而复始，在生命旅程中留下清晰

的脚印与美好的回忆。纵然，前路坎坷无

比，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战胜

一切挫折，因为我们一直在行动。

光阴似箭催人老，岁月如梭趱少年。

每天多做一点点，奋斗，是我们不能停下

来的脚步，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通讯员/ 郑佳文）

梦想，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是对未来

与生命的责任，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也

许，是二十岁的豪言壮语；也许，是韶华

白首矢志不渝的执着；也许，只想守护一

份永恒的平淡；也许，只想得到一个肯定

的眼神或者认可的掌声。

无数的“可能”和“希望”，隐藏在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只要我们去努力奋

斗，时刻都会有惊喜。但是很多人都会

有这样的口头禅：“急什么呢，日子还长

着呢”“明天再开始刻苦学习吧”“从明天

再开始努力工作吧”。明日复明日，明日

何其多，事事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于是

乎，奋斗的起点就被这一天一天的理由

所淹没，美好的梦想也就越来越远，直至

成为不可企及的梦魇。

诸多历史先贤、仁人志士的励志事

迹告诉我们，我们既不能沉浸于昨天，

也不能寄托于明天，而是要从奋斗的起

点——今天开始，积极进取，奋发拼搏。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坚守岗

位、踏实苦干，在奋斗中得到幸福；耐得

住寂寞，持之以恒，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

细，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在奋斗中成

就事业；不安于现状，不迷失自我，不断

迎接挑战、勇于自我批判，在奋斗中突破

自我；善于团队合作，乐于集体奋斗，既

发挥个人优势，又善于融入组织与团队，

在集体奋斗中成就个人的梦想。

梦想是奋斗出来的！人生如白驹过

隙，忽然而已，不要将遗憾留下，选择成

就生命的激情，勇敢的成就心中的梦想，

抓紧时间奋斗吧！
（通讯员/杨卫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勉励

大家“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发出了

团结奋斗的新邀约，铿锵的话语激荡

人心、发人沉思。我想到了位于八百里

秦川西端的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

司，它凭借着品质优良的机床，从古老

的秦川跋涉起步，奋斗、开拓出一条通

向世界的路！

这一条奋斗之路，是秦川人一步

一个脚印，在 5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

走出来的，它坎坷曲折，见证了无数

争分夺秒、忘我工作的感人瞬间，这

些早已汇聚成了心中暖暖的回忆。这

一条奋斗之路，充满着改革、创新、求

变、发展的曲折历程，诠释出秦川人

爱岗敬业、创新求变的奋斗精神！

老一辈秦川人不会忘记，是他

们，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坚决响

应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伟大号召，内

迁到宝鸡市，自此扎根黄土地，开启

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拼搏之旅。

仅仅经过 2 年的时间，Y7654 

摆线齿轮磨床于 1967 年横空出世，

当时的香港大公报评价：“中国人民

志气大，研发成功‘争气机’”；1990

年，Y7032A碟形砂轮磨齿机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了却了几代磨

齿机人心愿”的YE7232A 蜗杆砂轮

磨齿机通过了国家鉴定。

公司自主开发的我国第一台碟形砂轮磨齿机

YK7032 结束了中国人用黄金换国外机床的历史。

YK72 系列蜗杆砂轮磨齿机有力地狙击了国外机

床巨头对我国高精度圆柱齿轮市场的价格操纵，为

中国齿轮产业赢得了“定价话语权”。

当代的秦川人有权利自豪。“适用于大批量精

密齿轮磨削的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技术及产品”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大型数控圆锥

齿轮磨齿机”荣获工博会金奖；公司强力支持国家

航空动力，为中国大飞机实现“中国心”提供技术装

备与服务，“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关键装备”荣获工博

会银奖；公司连续牵头和参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 67 项……

奋斗路上，秦川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找

最难的事去做、找硬骨头去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地干好工作，向着目标前进，他们用行动诠释

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回望这条奋斗之路，它是秦川人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的事业之路，秦川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以技术之优、规模之大成为行业翘楚，并不断为中

国装备提供精良的工业母机，精心描绘产业报国的

宏图伟业！

在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大背景

下，秦川人又乘着《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东风，追

求着更高的梦想！更多的产品已经沿着丝绸之路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奋斗，是奋斗者的座右铭，秦川人的奋斗精神，

必将薪火相传！            （通讯员/ 王红利）

今年的雨特别的多, 稀稀拉拉的持续了快 2

个月了。吃过午饭, 我斜靠在窗前, 望着楼下十字

路口过往的行人, 一个个都顶着一把雨伞, 颜色

各异。他们由远方走近,在路口交汇,又渐渐远去，

就像水面上的浮萍一样, 其实都是彼此生命中的

过客。

雨越下越大, 玻璃上聚集了许多水珠, 凝成

一小股顺着玻璃划滑下, 视线也变得模糊了许多,

轻轻地抿一口热茶, 回头看一眼正在酣睡的女儿,

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 女儿快三岁了。蓦然间发现

自己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论语中讲到“二十弱冠,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我

还没来得及去整理收藏那逝去的青春碎片, 就得

去追赶那不可拒绝的未来之旅。

那些年, 怀着一个信念, 寒窗苦读十余载,

一场考试, 大家各分东西。那些年, 在象牙塔里,

和室友一起书生意气, 谈天论地, 那年毕业了,

独自一人, 带着一份热情和无畏去远方追梦。那些

年, 因为风华正茂, 所以飞兔骏马, 绝足奔放, 时

光流逝,岁月蹉跎,十三四岁的花季,二十多岁的

青春风采在风雨历程中逐渐化作成熟, 懂得了爱

与责任, 有了做人的担当, 也许这就是我理解的

三十而立。三十岁后, 少了那些年少时的冲动, 不

能再随心所欲独善其身就行, 在家庭里, 自己不

再是一个儿子的身份, 还是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 上有老下有小, 要承担起

家庭的责任; 三十岁后, 应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并且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 给自己定个努力

的目标, 每天都朝之去奋斗。在顺境时不骄, 逆境

时不悲。今天的社会发展得飞快, 新事物不断涌

出, 作为个人, 要不断的给自己充电, 去接受这

些新事物, 学习新技能。“书山有路, 学海无涯”,

这句话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过去的美好已经远去, 时光的脚步依然向前

迈进, 这是自然规律, 谁也无法阻挡。三十而立,

它不是终点, 而是进入人生最精彩路段的起点。人

生没有返程票, 与其留恋过去, 不如更好的把握

现在!

三十而立, 不断奋斗, 将来必定“不惑”! 一

转身, 发现女儿不知何时已经睡醒, 睁大眼睛看

着我,我微笑着朝她走去。      （通讯员/ 史涛）

1 . 0 1 和 0 . 9 9 法则 奋
斗
秦
川
的
底
色

奋斗进行时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学习的文章，但活

到中年，却越来越觉得那些高高在上

的圣人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虚无

缥缈。

过完年我就31了，心中有些紧张，

有些忐忑，总觉得长这么大好像都没

有认真思考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未

来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好像什么都

可以，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无问西

东》，感触颇深。影片当中有一段场景

让我印象深刻，当陈鹏在返乡的火车

上摘下那顶破旧的帽子时，发现头发

大量的脱落，这时影片响起一段背景

独白：“正如那位老师所说，这是最

光荣却也是最危险的工作，现在的岁

月静好，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甚至

献出生命”。这句话瞬间击中了我的灵

魂，仔细想想，我亦如是。结婚前，有父

母作为保护伞；结婚后，有丈夫依靠，

虽三十出头，生活亦不觉得艰辛，若不

是女儿出生，我仍过得逍遥乐活。看完

影片，我深深地被影片中的人物所感

动，好像也找到了这段时间以来一直

困惑我的那份答案。我不应该一直让

别人为我负重前行，而应该从幕后走

到台前，去追逐自己的人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你已成家

生儿育女，还如何随心所欲、展翅翱

翔。或许以前我会这么认为，但细想下

来，大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懒惰行

径都是假借别人之口，自己给自己找

理由罢了，久而久之就真的成为别人

眼里的模样了！

去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宝宝，都说

父母是孩子人生最好的导师，是孩子

的榜样，看看许多优秀家庭的孩子，我

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与其以后用语言

去说教，还不如言传身教更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教育本身就是父母重塑的

过程，因此，我们要有耐心与孩子共同

成长。孩子还有很长的时间长大，而

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挥霍浪费

了，所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必须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何谓有意义的事情？著名法国作

家左拉曾说过：“生活的全部意义在

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

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卢梭也曾

说过：“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

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

感受的人。”如今对我来说，生活的意

义就是为自己的女儿树立一个坚实的

榜样。

作为一名在职妈妈，未来还有很

多值得我用心去感受、去探索的事

情，包括照顾小孩、拼命工作、体验生

活，这些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经之路，

我们无法逃避，也无法摆脱。而我们

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它

们、对待它们，这样方不辜负世事轮

回、百年沧桑！
（通讯员/ 毕欢）

梦想是奋斗出来的

人生不惑追逐自己的人生

距离春节仅余一个半月，我忽然兴

起，到花卉市场买了几盆待放的花，希

望通过自己精心的培植，春节给小小的

阳台一片灿烂。

花到家后，我坚持每天浇水，细心

照看，但一周下来，叶子无精打采，一

副病怏怏的样子，好像很快走向衰亡。

我心里有点难受，觉得买到的花不好，

被卖花人欺骗，但又有点不甘，于是请

教擅长培植植物的朋友。她到了我家

一看，责怪我说：“你浇水太勤太多了，

它们都快被你淹死了。”我忽然醒悟，是

呀，这几天是雾天气候，空气的湿度很

大，而我却因为卖花人一句：你每天要

浇水。不顾实际，坚持不懈，还没好好把

握水量，差点把花浇死。

自以为的用心，其实是一种糊涂，

一种不负责任。自以为的辛勤，不仅没

有效果，还是一种祸害。

我叩问自己，也反思生活。

对没有成效的努力，我们总喜欢抱

怨命运不济，老天不公，总把过错归咎

于客观原因，却不曾回头反省：自己所

谓的付出，所谓的努力，是否够专，够

诚？是否偏离了方向，背驰了规律？

现实中，总有人为了追逐潮流，没

顾及自己的弱点，没充分了解市场，就

开始跟风创业，在投入金钱，及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后，以失败收场。总有人为

了所谓的面子，涉足不熟悉，或违背发

展趋势的领域，以致被排挤出局。总有

人企求成名成家，奢望威高权重，在自

身的弱项上倾尽一生，却只是永远的遥

望，暗淡的生活。

如此的人生，不能说没有付出，但

确实与努力无关。

努力，不是追逐，不是跟风，不是心

血来潮，不是随意的付出。努力，需要

用心，需要懂得。努力，包含了太多的要

求。

努力，需要热情需要爱，需要智慧

需要理性; 努力，是确立目标，一步一

脚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努力，是清

晰明智，是乐于学习，勤于总结，善于反

思，精于调整; 努力，是刻苦耐劳，是励

志竭精。

不要以为，所有的付出都叫努力;

所有的付出都会获取成果。
（通讯员/ 姚亚红）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叫努力

色
彩

有一种激情在血液奔放

有一个目标从未改变

那就是精益求精

为了蓝天里的云彩

——秦川的计量事业

我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

精密检测阵地上

人们说

质量是我们奋斗着的最美色彩

正因为这样——

青工刘佳遇到困难总是冲锋在前

军嫂张英工作家庭一肩挑

石晓妮的眼睛只盯小数点后的第

四位数字

……

每一次检测

测头从齿面上滑过

那种细腻的感觉

宛若母亲的手抚摸孩子的肌肤

每一个齿轮

都如一朵盛开的花

经过层层检测后

沉甸甸的果实

——合格的产品

绽放夺目光彩

如果说齿轮像朵朵鲜花

丝杆就像条条枝干

蜗轮仿佛一个个金色的呼啦圈

万能测齿仪如同绿色的地球仪架

……

谁说我们的工作单调

在我们计量工作者的心里

这些仪器的形象

就是如此鲜活!

对精益求精的从不止步

让我们从不轻言困难

因为心中有份美丽的色彩

我们对这份工作才爱得如此深沉
（通讯员/李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