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山环绕尧绿树成荫袁行走在重庆华歌产
业园里袁仿佛置身于一座花园之中遥 多年来袁
华歌始终坚持集团以绿色尧环保为企业立身
之本的理念袁在升级车间设施设备的同时袁不
断强化安全生产袁提升员工安全意识遥 作为
液氯气房班长袁杨德勇所在的华歌三车间在
历经 5年的洗礼后袁现已铸就了成熟的工艺袁
并拥有年产 1.2万吨三氯乙酰氯毒死蜱中间
体项目袁而杨德勇所负责装卸尧勘验的液氯气
储存罐岗位袁便是这个车间极为重要但也是
最为危险的岗位遥

在杨德勇的身上袁有股重庆人特有的爽
朗与豪气袁液氯储藏罐装卸对于安全性的高
标准尧严要求袁让这位重庆汉子在常年累月
的工作中形成了严谨细致尧 专注用心的特

质袁举手投足间都是对自己工作职责的那份
执着劲头遥

三车间液氯储藏罐区的工作不仅危险袁
忙碌起来更是分秒必争袁 并且不能有任何疏
漏袁 杨德勇和他的同事们在最繁忙的生产期
里袁每天需要起降一百多吨液氯袁面对如此高
危尧高频的装卸工作袁每一个环节的操作工都
紧密配合尧一丝不苟遥杨德勇不仅将安全预防
方面的各项工作做得严谨细致袁 在应急措施
的处置工作中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袁对此袁车
间主任李江勇尧 车间管理骆启云都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遥

对待新员工袁杨德勇除了指导相应的
工作之外袁更一再提醒要小心谨慎尧安全
至上曰对待老同事袁他也都事无巨细地指

导尧配合遥在八年多的合作过程中袁杨德勇
所在车间班组的每一位工人袁不仅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专业技能袁更积累下深厚的友
谊遥 在工作时大家是敬业的好伙伴袁生活
中便都成了相谈甚欢的好兄弟遥 而杨德勇
更以勤劳认真尧能吃苦的职业态度赢得了
众人的交口称赞遥

所谓天道酬勤袁 从安全生产知识的学习
到高危尧零差错率的液氯罐起降装卸袁在华歌
的八年里袁 每一天的积累对杨德勇而言都是
巨大的进步袁 他在当下的每一次安全操作都
是长久以来工作经验的厚积薄发遥 以安全为
天职尧以车间为归属袁是他对当代工人精神和
奋斗力量最好的诠释袁 更是红太阳新时代前
进历程中的美丽篇章遥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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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力量袁源自心中的信仰遥 作为
一名有着 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袁马福明
在红太阳已经工作十多年遥 时值盛夏袁在
红太阳 1989商业街区的工作现场袁他顶
着烈日在协调着各项工作袁 顾不上喝一
口水尧擦去额头的汗噎噎这十多年里袁马
福明的工作岗位虽有变化袁 奋斗拼搏的
初心却一如既往袁他.始终以党员的职责
严格要求自己袁勤奋工作尧刻苦钻研袁 坚
持把工作做到前面尧将责任担在肩上袁以
实干托举起自己的幸福生活袁 更以一个
共产党员的精神树立起同事们称赞与学
习的榜样遥

党员是最好的榜样遥 一个优秀的共
产党员袁可以带动一群人尧凝聚一群人遥
作为高淳的商业中心袁1989街区的工作
异常忙碌袁无论是众多商户的巡逻检查袁

还是广场游乐区的安全护卫袁 马福明都
是亲力亲为遥 加之世界村酒店盛大开业袁
巨大的工作量考验着他和他的同事们袁
然而袁没有一个人抱怨苦抱怨累袁身为一
名党员袁 马福明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袁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袁与
大家齐头并进袁坚守工作岗位袁保证现场
工作顺利的衔接尧推进遥

在工作中袁马福明务实勤恳袁任劳任
怨袁对待下属也是平易近人遥 在世界村大
酒店开业前夕袁身为党员的他将近两个月
没有休息袁加班加点尧监督现场遥同事们在
这位老党员的身上袁 感受到了一股正能
量袁 而这股正能量也感染激励着他们袁坚
守各自的岗位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遥

作为一家以野品质高贵尧文化健康尧
特色服务冶为宗旨的特色主题酒店袁世界

村酒店是拥有中国唯一尧规模最大尧自主
创新的富硒健康餐厅袁 将成为引领高淳
人民提升品质与健康生活的领导者遥 正
因为此袁 也对马福明与他的同事们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袁 在现有的各项工作基础
上袁不断开拓尧进取袁为酒店提供有力的
后勤保障遥

听党的话尧 跟正确的人尧 走自己的
路袁这是红太阳一直以来坚守的信仰遥 一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袁在红太阳袁近 300
名党员都如马福明一般袁 始终发扬着当
先锋尧打头阵的气势袁以实际行动为党旗
增辉尧为红太阳发展助力袁始终牢记党员
义务袁真正做到野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尧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尧 危机关头豁得出来冶袁
在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践行着党员
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遥 孔未冉

作为一名在红太阳工作了
二十五年的老员工袁 南生化保
卫科科长王文生袁 在立足南生
化安保岗位的这十五年里袁见
证了南生化开拓奋进的历程 遥
对于他而言袁 这里已经不仅仅
只是一份工作尧 一个岗位的所
在袁 在身先士卒确保厂区生产
生活安全的同时袁 维护着这里
的一草一木尧 一砖一瓦的王文
生袁 早已将南生化视作为自己
的家遥 他既是同事们心目中倍
感亲切的野老王冶袁也是南生化
全体员工心目中风雨无阻尧坚
守岗位的野忠诚卫士冶遥
因为工作岗位的特殊性 袁

在进入红太阳的十多年里袁王
文生很少回家过年袁 几乎常年
坚守在一线岗位袁定时尧定点全
方位巡逻袁 重点区域更是格外
细致袁 以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每
一个车间的安全与生产袁 把好
厂区安保工作的每一道关口 袁
而同样身在红太阳工作的家人
们袁也让他更为踏实袁一家人努
力着尧奋斗着袁收获着平凡却安
稳的幸福遥
同事心目中的王文生 袁不

仅是一个好领导袁 更像一个好
家长袁 在南生化的保卫工作中
起着模范带头作用袁野他平常教
导我们工作要团结 尧 紧张尧严
肃尧活泼袁把工作每一个细节做
到位袁热情服务袁微笑服务冶袁同
事杨益军这样说道遥 而对于年
轻的南生化人而言袁 王文生不
仅在工作上细致认真袁 更像是
一位长辈关心着年轻的员工
们袁 在他的管理带领下保卫科
也越来越好遥
众所周知袁化工行业袁安全

为先袁 尤其在密布生产车间和
化学制品存储罐的南生化厂区
里袁容不得丝毫的疏漏袁王文生
与他的同事们每天轮岗巡查十
多次袁从厂区到车间尧办公楼袁

王文生与他的同事们以认真细致尧一丝不苟的敬业精
神守卫着南生化的日日夜夜遥
没有平凡的岗位袁只有平庸的人生遥王文生对工作积

极负责尧对事业充满热忱袁用十五年的无私坚守定义了何
为奋斗者的幸福袁以恪尽职守尧严于律己的精神在基层的
工作与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遥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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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勇：咱们工人有力量！

医药产业是关乎老百姓身体健康和生活
品质的民生产业袁作为红太阳医药产业的领
军者袁多年来袁中邦制药一步一个脚印袁稳中
求进袁在不断创新技术尧强化质量体系尧提速
产学研成果转的同时袁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人
才的加入袁更让在外打拼的高淳人纷纷野回
流冶袁中邦六车间班长柏尔富便是这其中的一
员遥 500强的企业发展平台尧野成就能人尧幸福
员工冶的经营理念袁让他在红太阳重新找回了
归属感遥
平台决定未来袁在外工作多年的柏尔

富对此感触颇深遥 来到中邦的三年里袁他
从一名制药行业的野门外汉冶迅速成长为

一名车间班长袁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不仅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袁个人能力也得到很大
提升遥

众人的眼中袁 柏尔富是一位做事认真负
责勇于担当的好班长袁 在合理推进上级安排
的工作内容的同时袁 根据车间现场的工作进
度合理安排分配任务袁 确保班组能够高效率
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曰而在生活和生产中袁
他乐于助人袁 在积极带动大家的工作干劲之
余袁 所在班组更是形成了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的氛围遥

中邦制药的六尧八车间均为原料药车间袁
柏尔富所在的六车间为合成区袁 从事原料药

中间体的合成袁野规范化尧标准化尧精细化冶的
高要求对于车间团队协作的要求尤为严苛袁
柏尔富与车间各同事们视高要求为推动力袁
在保质保量完成目标工作任务的同时袁 更结
下了深厚的团队情谊遥

在红太阳袁只要有能力袁就会有舞台遥野为
想干事的人创造环境袁 为能干事的人创造舞
台冶不只是 28年来红太阳人才责任的厚重积
淀袁 更是为像柏尔富这样的基层员工实实在
在地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遥在这里袁只要奋
斗就能成就更美好的明天袁 也惟有奋斗方能
实现更好的自己遥

孔未冉

柏尔富：惟有奋斗方能实现更好的自己

今年是重庆华歌五车间正式投产运营的
第三个年头袁走进其中袁年产 1万吨的乙基氯
化物毒死蜱中间体项目的生产红红火火袁工
人们往来穿梭袁忙碌不已遥 作五车间的班长袁
付伟来到红太阳已七年有余袁从一名普通员
工到车间班长袁这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与汗
水袁他都付之以淡淡一笑遥 野生命只有拼出来
的精彩尧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冶袁在红太阳的一
线工人们的身上袁这样的拼搏精神时时刻刻
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遥

在华歌袁只要提起五车间袁大家都赞不绝
口袁因为乙基氯化物毒死蜱中间体项目不仅
工艺复杂尧安全风险也很大袁对车间员工的要
求极为严格袁从常规操作到日常检查袁车间里

的每一个人不仅要做到事事严谨细致袁 确保
生产过程的安全袁更要能吃苦尧有耐心遥

身为五车间班长袁 付伟深知自己肩负着
更大的责任袁憨厚的他虽没有过多的言语袁但
却以实实在在的勤奋与踏实袁 践行着自己对
于岗位职责的敬业与坚持遥 车间的工作琐碎
且辛劳袁但在付伟看来袁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就意味着要比普通的工作付出更多袁 惟有坚
持袁才是最好的奋斗姿态遥

作为华歌一名优秀的班长袁 付伟按时完
成分厂下达的生产任务袁 并时常带领班组成
员一起总结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袁 对班组人
员进行相关培训曰与此同时袁他也善于学习尧
积极进取袁更主动担起了车间的脏活累活袁对

于新进的员工也是事事上心袁 手把手地进行
指导遥

目前袁付伟所在的五车间袁80尧90后已成
为了中流砥柱袁是华歌产业园最为年轻的尧最
有活力的团队袁 大家拧成一股绳尧 心往一处
想尧劲往一处使袁将五车间的乙基氯化物项目
建设发展成为全国工艺最先进尧 产品质量最
好的遥

能吃一等苦袁方能成为一等人遥面对家人
的不理解袁付伟未曾放弃曰面对工作的辛劳袁
付伟忠于职守遥在七年如一日的奋斗岁月里袁
付伟以他坚毅尧 执着的职业精神镌刻出新时
代红太阳工人的奋斗风貌袁以勤劳尧朴实的敬
业态度收获着幸福的劳动果实遥 孔未冉

付伟：惟有坚持，才是最好的奋斗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