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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近期，中美贸易战在国内引起热

议，一时间关于“中国芯”的讨论见诸各

大报刊，学者专家各抒己见。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政府工作

报告中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将创新作为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在经历这个事件后，

越发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创新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优秀企业的

标配，在创新观念的引领下，一批企

业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

的新亮点。

华为，作为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跨国

公司，2017 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 6,036

亿元人民币，华为持续投入未来，研发

费用达 897 亿元人民币，近十年投入研

发费用超过 3,940 亿元。这组数据足以

让国人为之点赞。

华为创造的商业奇迹依靠的是什

么？也许我们可以从《华为的冬天》

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这与任正非和他

的华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危机

感和紧迫感不无关系，在这个今天不

改变明天就可能倒闭的市场环境下，

奋进中的华为没有躺在以往的功劳

簿上，而是选择了大胆的变革和技术

上的创新。到 2017 年底，华为的产品

遍布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

欧洲新建了 16 个研究所，28 个创

新中心，45 个产品服务中心，十万多

人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每年

10% 的销售额投入研发，累计获得专

利 36511 件。华为通过不断的创新让

自己从一个行业的跟随者变身为市

场的领跑者。

还有一家在国内响当当的企业。数

十年在空调领域努力耕耘，锐意进取。

在其它家电企业都在走多元化发展道

路时，它却专注于空调行业，通过技术

创新引领了空调一次又一次的升级，实

现了公司的快速发展，它就是在国内家

喻户晓的格力电器。

格力为了实现“让世界爱上中国

造”这样一个很朴实的目标，董明珠和

她的团队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和营销

升级，在短短的十几年让格力空调拥有

1100 多项专利技术。特别是在全球首

创国际领先的超低温热泵中央空调，填

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美日制冷巨头的

技术垄断。格力就是通过这样的创新一

步步的走到了国内的最前列，进而成为

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中国制造 2025”是在新的国际

国内环境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

业变革大势，作出的全面提升中国制

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

署。其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中国制造业

“大而不强”的局面，通过 10 年的努

力，使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为到

2045 年将中国建成具有全球引领和

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对

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一目标

即是挑战也是机遇，借助“中国制造

2025”，企业可以通过消化吸收国外

先进技术，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

争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

业集团。

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

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勇气，面对他国的

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亮剑。我们相

信，当代的中国企业家们都具备高瞻远

瞩，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信念，

我们同样相信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是

有着浓厚集体荣誉感和强烈使命感的

时代弄潮儿，不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

自我价值，在创新中追求卓越，最终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挥洒

出美丽的人生！
汉江工具 张战斌

又 见 红 妆，

擂鼓庆,宝仪华

诞。六十年，秦岭

再绿，渭水常伴。

满眼不舍奋斗路，

举头已是另重天。

最难忘，峥嵘岁月

稠，鬓霜满。

响号召，踏西

迁。陈仓地，宝仪

健。绘宏图，几多转

型历艰。山水铭记

创业泪，岁月常将

前人念。看今日，传

承向康庄，宏图现。
宝鸡仪表 杨亚平

“草长莺飞二

月天，拂堤杨柳醉

春烟。”乍暖还寒，

却春意嫣然。迫不

及待的我骑上的山地车，悠然去那河

堤转上一转。宽阔平坦的河堤路笔直

向前，堤下成行的垂柳已吐出新芽，

渐露风姿。卸去一天的劳累，安静悠

然，陪伴我的，就是这河边的路，这脚

下的车。

幼儿园时，我有了我的第一辆

车——滑板车。兴奋中，每天都要滑着

它出门溜一溜。家附近就有一条河，而

河边的路也是一条黄土路。虽不宽，却

还算平整，踏上我的滑板车竟也能滑

的飞快。河边，是一畦菜地，各色蔬菜

青翠欲滴。这条路，这辆车，陪伴着幼

小的我快乐成长。

再大点，我有了一辆斑马纹的两

轮自行车，放学后常常骑着它“驰骋

远方”。河堤路，依然在村后，而小区

旁的路，也修的越来越宽。骑上我的

自行车，很快就来到了河边。此时的河

堤路，变成了一条砂石路，也宽阔了不

少。“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

声。”路上，洒满了我欢快的笑声。

再后来，我有了一辆崭新的变速

山地车，骑到哪里都不怕。我们家搬了

新区，旁边的路也

更宽阔了。但河堤

路，却依然是我快

乐之处。“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秋意浓浓，

路宽了，心也更亮了。

现在出门，我会开车离开喧嚣的

都市和人群，停靠在一直陪伴我的河

堤路稍作休憩。如今，路更宽了，人也

更多了，而我，则喜欢在人群渐退后，

享受春风拂面，卸下偶尔的忧愁。那想

象中的原野一望无垠，纯净而平静。

车，依然会换；路，依然还会变。而

不变的，是这最长情的陪伴，和对生活

的无限热爱！
机床厂 王宇欣

敬业是中华传统美德。《礼记》之中，便有

“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说法，早在春秋时

期，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

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

“修己以敬”等话。及至近代，梁启超先生又对

敬业精神作了专门阐述，“凡做一件事，便忠于

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

旁骛。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敬业不仅

是人类实践创造的基本内容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动力，更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美德。学习培育

践行敬业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提升

国民素质的需要，更是优化社会风气传播正能

量的需要。

对于敬业精神的传承、践行与弘扬中华民

族从不缺少。时传祥、李素丽、黄大年……他们

都是靠着对职业的坚守和热爱，在本职岗位上

创造出了不平凡的成就，点亮了自己，也照亮

了他人。在我看来，敬业的人通常有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敬业的人有把本职工作做得最好的

意愿和态度；二是热情饱满、精力充沛地完成

本职工作，还在提高质量、效率上下工夫；三是

敬业的人给团队带来新的创意或方法，用他们

的敬业精神鼓舞其他人；四是敬业的人有使命

感，知行合一。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我

们都更加需要敬业精神。它不仅是一种人生态

度，更是尽职、成功与奉献。“人世间的美好梦

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

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人生里的一切成

就，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敬业的精神内涵，多一

份认真严格就会少一份疏漏失误，才能真正做到 “不懈

于心”、“不懈于行”。                    通讯员 杨雷

提上竹板走上台，

我们心情愉悦来表白，

竹板一打哗啦啦的响，

各位先鼓掌来再欣赏。

对，先鼓掌后欣赏！

党代会大家关心的事情多，

我要说：

十九大暖了咱百姓的心窝窝。

对！暖了咱百姓的心窝窝

您细听、您细看，

十九大花开红艳艳；

新时代、新论断，

新战略、新局面，

新举措、新理念，

新梦想、新重担

新篇章、新实践

新发展、新观念

新经济、新政治，

新战略、新文化，

新模式、新业态，

欣欣向荣很实在！

不忘初心是关键

牢记使命长远看，

伟大旗帜应举高，

全面小康在今朝，

不懈奋斗中国梦，

国泰民安运昌盛

大国姿态有担当

世界和平放曙光

党内反腐战线长，

贪官污吏无处藏，

打虎拍蝇加猎狐，

反对四风把病除，

百姓称快都点赞，

反腐道途路漫漫；

民主法治迈大步，

思想建设有高度，

人民生活大改善，

精准脱贫六千万，

生态文明结硕果，

中国成为——

生态建设全球引导者！

中国梦、强军梦，

强军兴军有刚劲，

国防军队现代化，

人民军队是一家，

陆海空军守国防，

国人振奋挺胸膛，

火箭军、敌汗颜，

战略部队有支援，

一国两制新进展，

香港澳门繁荣显，

台海局势保稳定，

两岸一家多吉庆。

外交布局立体化，

“一带一路”影响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构建，

全球治理把中国看；

从严治党很全面，

管党治党不松软，

政治纪律和规矩，

党员上下全参与，

“四个意识”要增强，

“三严三实”教育忙，

“两学一做”常态化，

反对四风长记挂，

八项规定要常抓，

坚持反腐百姓夸。

全党工作重中重，

“三农”问题把政策送，

农村产业大融合，

乡村治理闪光泽

支持农业也创新，

农业现代小康奔。

京津冀协同大发展，

长江经济带统抓管，

边疆发展保安全，

陆海统筹天更蓝。

国有企业改革深，

民营企业发强音，

防止市场大垄断，

经济政策有改变，

金融服务重实体，

监管体系更合理，

全面开放新格局，

国际合作架清渠；

依法治国要实践，

法制政府百姓赞，

简政放权职能棒，

政企分开变了样，

爱国战线要巩固，

民族团结要紧簇，

民俗传统与文化，

繁荣兴盛满华夏，

意识形态要抓牢，

中国特色世界瞧，

培育核心价值观，

时代文化上云端，

思想道德建设强，

移风易俗礼满堂，

文艺创作扎深根，

讴歌时代新先锋，

民生水平有保障，

社会治理起波浪，

服务体系要完善，

百姓日子旧貌换，

教育事业要优先，

德智体美全发展，

义务教育要普及，

师德学风重礼仪，

最大民生是就业，

劳动关系讲和谐，

社会保障体系建，

统筹城乡民心唤；

房子只住不能炒，

租购同权政策巧，

留守人员送关爱，

残疾朋友更优待，

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责任在一线，

扶贫扶志加扶智，

真脱、脱真去贫势，

健康中国是战略，

百姓健康最关切，

食品安全很关键，

疾病预防不间断。

人生权，财产权，

还有重要的人格权，

社会组织起作用，

打黑除恶护民众，

安全事故要遏制，

每天都是安全日。

国家安全必维护，

民族利益都兼顾，

安邦定国是基石，

防御风险在当时，

人民满意生活好，

大家鼓掌好不好？

创建生命共同体，

人和自然都欢喜，

坚持节约加保护，

生态环境宜人住，

宁静和谐也美丽，

网上购物、秦腔戏，

精神财富大增长，

愉悦心情把福享，

人人健康都长寿，

拇指升起夸不够。

绿色低碳不浪费，

循环利用有智慧。

大气污染不容缓，

打赢蓝天保卫战，

破坏环境要严惩，

百姓监督筑长城。

生态环境要保护，

综合治理迈大步，

退耕还林又还草，

国土绿化重环保，

说的好，说的妙，

十九大让百姓开怀笑，

传统文化要深挖，

每个家庭从娃娃抓，

时代风采要展现，

文化魅力特璀璨，

思想道德要加强，

伴祖国梦想永飞翔，

抵触腐朽和侵蚀，

移风易俗留青史，

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

世界大协和，

向上向善、（向上向善）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忠于祖国、（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忠于人民）

我们是民族脊梁的中国人

掌声多、掌声大，

句句都是心里话，

历史车轮滚滚前，

浩浩荡荡几千年，

中华民族有梦想，

多亏中国共产党，

航船破浪永向前，

民族复兴、（民族复兴）

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

世界华人大团圆。

说不停，靓点多，

十九大确实暖了百姓的心窝

窝，

（十九大）暖了百姓的心窝窝，

（暖了）百姓的心窝窝，

心~窝~ 窝~
集团本部 杨勇战

陕西群口快板

《十九大暖了咱百姓的心窝窝》

敬
业
是
种
人
生
态
度

文 化 微 讯

6 月 1 日，秦机子校组织 130 多名师生走进秦川
集团本部工厂参观学习。这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了解
机床制造过程及智能制造方面的知识，拓宽孩子们的
视野，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孩子们先后参观了齿轮传动生产车间、机床恒温
装配车间、复合加工中心装配车间、军工车间、减速器
数字化生产车间等。

组织本次参观活动的秦机子校副校长李永琴介绍
说，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去工厂参观，但是这次特别有
意义，因为孩子们在自己父母工作的地方看到了人工智
能和智能制造，特别真实，特别深刻。           通讯员 杨雷

六月是歌的海洋，六月是花的沃土，缤纷的六月，
装满孩子们的笑声，为了让孩子能愉快地度过心中最
向往的节日，5 月 30 日秦机幼儿园举行了“放飞童心 
畅想六一”为主题的庆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活动，邀请
了全园的家长们和孩子一起参与，共庆六一。

读懂《梁家河》  感悟“大学问”
—— 读《梁家河》有感

“中国芯”引发“创新“之争

最长情的陪伴满
江
红

·

征
程

—
—

宝
仪
建
厂
六
十
周
年

怎样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如

何面对人生逆境？青年成长的道路应

该怎么走？最近在读完《梁家河》后，从

这本书里我找到了答案。反复品读《梁

家河》，感受总书记成长的心路历程，时

时给人以深邃的思考，给人以思想的启

迪，它蕴含着做人做事、为官为学的大

境界、大智慧、大学问。

从《梁家河》，我读懂了一个人坚定

的理想信念就应该在青年时代筑牢。习

近平上山下乡7年艰苦知青岁月，8次

递交入团申请书，10次递交入党申请

书，从刚开始不适应，到过了“跳蚤关、饮

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最后成

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人生中最宝

贵的青春年华，他从一个举目无亲的知

青到当选大队支部书记，支撑他的是坚

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讲过这样一句话，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

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

生目标”。习近平评价梁家河时这样说

过：“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

七年。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

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透

过总书记的成长经历，我想，一个人的成

功不是偶然，他是一种厚积薄发的人生

历练。一个人只有坚定了自己理想信念，

坚定了自己政治信仰，也就坚定了自己

的人生道路。伟人之所以能伟大，就是在

他内心深处有着超凡的信念。

从《梁家河》，我读懂了要把读书作

为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书中写到：在

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

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手

中还不忘拿书阅读。那时因为不通电，

天黑后不久，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

了梦乡。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

光亮。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

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用习近平的

话说，“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反思习近平的读书经历，它告诉我

们：修德读书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

阶梯。特别是作为青年员工，应该坚定

“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要把修德立志

作为团员青年思想教育的第一堂课，博

览群书，积累知识，增长才干，通过读书

汲取生活的养料、磨练生活的态度、培

养高尚的情操。通过读书，设计好自己

的人生坐标，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正

如一句诗所讲：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

身心事莫为。

从《梁家河》，我读懂了“树高千尺

不忘根”的人民情怀。七年间，习近平为

梁家河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带领群众

打坝打井修路、建沼池、办铁业社、开代

销店，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

这里播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种子。诚

如路遥《平凡的世界》所讲的：只有劳

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如何对待

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习近平

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普

通劳动者。正是如此，他对人民充满感

情。对生病有困难的乡亲们，他慷慨解

囊。张卫庞评价总书记“再粗糙的饭也

吃得香，再穷的人也看得起”。虽然过了

40年，习近平竟然再次回村时能一口叫

出昔日“小伙伴”的小名。书中有一个细

节感人至深。当乡亲们知道习近平要走

时，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

早早来给他送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

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

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

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

流泪。大家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

直送到十里多外，“树高千尺不忘根”的

人民情怀跃然纸上。

从《梁家河》，我读懂了当干部要一

碗水端平。习近平反复讲一句话，当干

部要一碗水端平。看似一句通俗浅显的

话语，折射出的是做人的准则和尺度，

考量的是一名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正如

书中所讲，一碗水端平，首先是个做人

问题，人有私心，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

平，群众也不会信任你。一碗水端平，还

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要让大家都

能接受才行。从习近平事无巨细，公开

公平公正处理村上一桩桩关系群众利

益的问题，都教给我们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公生明，廉生威”。为人公道正派

正是检验党员干部道德品行高下的试

金石。领导干部要把为人公道作为一种

道德品质、一种人格情操和一种思想境

界，保持一种公平正义的心态，将其视

为自己的生命，树立起廉洁自律、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总之，梁家河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地

方，《梁家河》是一座启迪智慧的精神

“富矿”，它是心灵红日升起的地方。 

宝鸡机床 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