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袁奋斗在时间的长河中袁书写出无愧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冶遥为纪念五四青年运动 100周年袁展现员工朝气蓬勃尧奋发进取
的精神面貌遥 5月 5日袁红太阳当涂生命科学工业园举行野与青春表白袁向
荣光奔跑冶主题演讲比赛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来自各车间尧部门的 15名参赛
选手入围决赛袁他们通过演讲释放青春活力袁描绘了新时代红太阳青年员
工砥砺奋进尧勇于追梦尧勤于圆梦的昂扬面貌遥

决赛现场袁选手们激情澎湃袁妙语连珠袁生产运营部的丁兵兵结合自
身实际袁讲述了自己从初出校门到踏入职场以来 1404个日夜中发生的点
点滴滴袁既有刚入职的迷茫袁也有踏实工作后的回报袁更有时光变迁后野莫
误时光冶的感叹袁相同的经历尧相似的心境引起了在场人的共鸣遥瑞邦质量
管理部的杨琪自信的眼神尧自如的舞台表现尧精美的 PPT成为演讲比赛
中的一大亮点袁展现了新时代下袁青年员工初生牛犊不怕虎袁越挫越勇的
精神面貌遥二厂的魏梅兰面对外部对于自己工作的质疑袁她以努力拼搏作
答袁看到了自身价值对公司发展的重大意义袁野在一线工作的这一年里袁我
看到的是无数汗水凝聚的伟大车间袁 是无数青春的奉献才奠定了这份伟
大冶袁她的坚守与奋进也绽放出了属于一线岗位上不平凡的生命荣光遥 加
工分装车间的周淳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袁呼吁员工野要树立与
红太阳耶同呼吸尧共命运爷的信念袁为红太阳再创辉煌而奉献青春的志向冶袁
昂扬的语调尧 激情四射的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遥 二厂张婷婷落落大
方袁字字铿锵袁时不时配上的肢体动作更是为她的演讲增色不少袁当她说
出野只要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与热情袁带着加速度奔跑袁年过花甲又如何袁依
旧正青春浴冶时袁全场为之沸腾袁叫好声不断遥各名选手以青春做题袁风采斐
然遥

据统计袁当涂生命科学工业园青年约占员工总人数的 60%左右袁已逐
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遥通过此次演讲比赛袁为员工搭建了一个展示
自我的舞台袁 展现了红太阳青年员工勇担时代及公司发展使命的进取姿
态袁发出了野勇做时代弄潮儿尧争做时代奋进者和开拓者冶的最强音袁营造
出了积极向上尧砥砺奋进的良好氛围遥随着红太阳实现野全员幸福红太阳冶
的脚步加快袁青年员工将继续秉持野三创三敢冶的奋斗精神袁用青春和汗水
创造出属于红太阳新的发展奇迹浴 渊苏蔓琪 刘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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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优秀员工表彰大会遥当涂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尧
常务副主席胡琳尧当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汤复广尧国星生化中高层领导尧先进员工
以及来自各车间尧部门的近百名员工参加会议遥

爱岗敬业袁让平凡变得不平凡
站在表彰台上的他们袁身穿工作服袁朴素而谦

和遥 他们有的是部门统计员袁有的是一线操作工袁
有的是班组长或基层管理人员袁 但他们都来自基
层各个平凡的岗位袁 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袁让原本平凡的岗位大放异彩遥

爱岗敬业是车间员工对周爱民的一致评价遥
在国星工作的 12年袁是周爱民扎根基层的 12年袁
更是他与吡啶结缘的 12年遥 作为二厂的领头人袁
周爱民严格把握着二厂的生产进度遥 每天早上一
到车间袁 周爱民就向各车间管理人员了解夜间车
间生产进度并去车间巡查设备运行情况袁 不论风
雨袁十年如一日遥 在吡啶三期新项目建设过程中袁
面临工艺复杂尧技术设备安装困难的巨大压力袁周
爱民带领团队成员反复研究尧讨论袁最终保证了吡
啶三期的顺利开车遥野一转眼 20多年已经过去袁感
谢红太阳这个舞台袁也感谢我的整个吡啶团队遥接
下来袁 我将会带领我的团队继续迎难而上为红太
阳的伟大事业竭尽全力遥 冶管理明星周爱民说道遥

无私奉献袁在工作中学习成长
当今世界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袁 国星生化

始终将自身发展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遥数十年间袁
公司员工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袁 用无私奉献丈量
职业生涯的每一步袁 绽放出自己普通人生的别样
光芒遥

路虽远袁不行则不至曰事虽小袁不为而不成遥胡
梦雪之所以能在众多员工中脱颖而出袁 就在于她
能够坚守平凡枯燥的岗位袁 将工作当成一份事业
干到极致遥 作为一个 18年刚毕业的野愣头青冶袁胡
梦雪在刚接手工作时并不顺利袁 刚开始工作的那
段时间袁她总是加班到 8点多袁然后乘坐 8点半的
厂车回小区袁回到寝室后继续加班袁坚持到当天工
作做完再休息遥 繁忙的工作不但没有让她身心疲
惫袁每天出现在我们面前反而是一个精神十足尧乐
在其中的年轻姑娘遥 野对我来说袁加班也是一种学
习遥 冶先进员工胡梦雪笑着说道遥

在国星生化的各车间尧 部门里还有着许多像
周爱民尧胡梦雪一样在各自岗位上无私奉献的人袁
他们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尧热情袁为建设国星
生化的宏伟蓝图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遥

野大鹏一日同风起袁扶摇直上九万里冶遥在红太
阳创新改革大潮中袁 我们虽然只是沧海一粟袁但
是袁只要你我拿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袁
必将成为推进改革的坚实基础遥让我们团结一心袁
开拓进取袁用爱岗敬业尧无私奉献的坚定信念成就
事业袁共同铸就平凡中的辉煌袁朝着国星生化的美
好未来奋勇向前遥 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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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能者为师尧以师者为才遥 30年来袁
红太阳始终视具有创新创意思维的人
才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袁在强化并
推动产学研相结合尧构建技术协同创新
体系的同时袁不断引进高端人才袁更致
力于建立起公平竞争尧发挥才干的体制
与平台袁野为想干事的人创造环境尧为能
干事的人创造舞台冶遥 在红太阳以生物
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的当下袁作为高
端专业人才引入的南京大学生物学博
士董亢袁无疑为环保新形势新发展过程
中红太阳的转型升级再添助力遥

从无到有袁野生物项目组冶
实验室的 188个日夜

开放包容的企业平台尧激扬奋斗的
工作氛围袁让去年 9月份刚加入红太阳
的董亢很快地便融入了技术研发核心
团队遥 得益于红太阳野用师者为王尧用能
者为霸冶用人哲学的深入人心袁公司对
于董亢这样的成熟型高端技术人才尤
为尊重袁 更是给予了宽松的科研氛围遥
带着红太阳野只管放心大胆地做冶这样
掷地有声的霸气承诺袁董亢迅速投入到
了野生物项目组冶实验室的建设与人员
组建的相关工作之中遥

实验室搭建初期袁 从选定实验员尧
落实实验室场地尧 购置调试实验设备袁
事无巨细袁董亢都是亲力亲为袁乍看有
些瘦削的他袁身上却似乎蕴含着一股巨
大的力量袁他自己则形容这是一种野不
能有负众望冶的内在驱动力袁野集团董事
长杨总这么重视和支持生物研发的项
目袁当涂生产基地的各位领导也对实验
室大力地支持袁从人员尧设备尧场地还有
人力众多方面袁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
时间袁 我能做的就是尽快投入实验工
作尧尽快让成果投入生产应用当中冶袁董
亢说道遥 也正是从上至下拧成一股绳的
强大凝聚力袁使得实验室仅用了一个月
的时间便完成了场地建设和人才队伍
的组建遥

1位博士尧5位实验员尧188个日夜尧
568次实验比对尧280次会议讨论袁 见证
了红太阳野生物项目组冶实验室从无到
有的历程袁 更是短时间内在新产品尧新
工艺的研发领域收获了一定的成果袁董
亢由衷地感慨道野红太阳真的是一个既
尊重人才又不断创造奇迹的平台冶遥

结合生产袁让科研技术成
果落地

身为南京大学生物学博士袁董亢并
不仅仅只是一位将科研成果束之高阁
的研究型学霸袁在他看来袁能够将技术
落地袁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相结合尧促进
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袁才能够最大
程度地发挥科研本身的价值袁这也是他
在接到成立红太阳野生物项目组冶任务
至今一直所坚守的研究发展方向遥 从实
验室到生产车间袁董亢与他的团队伙伴
们忙碌的身影穿行在安徽国星尧瑞邦生
物等多个产业之中袁在短短的半年多时
间里袁 便迅速熟悉了产业生产情况尧了

解现有技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瓶颈尧
制定出适合红太阳实际生产的生物技术
实验研究初案袁 用董亢自己的话来说袁
野一线生产不等人冶遥
对董亢而言袁他既是平日里众人口

中的学霸野董博冶袁更是这个野生物项目
组冶实验室的领头羊袁身兼着实验研究与
对接生产的双重责任遥 在确立了实验室
的微生物催化与发酵工艺两个研究方向
之后袁他便带领着几位实验员投入了无
数次的实验过程之中袁比对样本尧分析处
理数据尧改进实验方法噎噎借助自身多
年的学术积累和工作实践经验袁加之诸
多领导全力支持配合袁使得实验室得以
快速尧高效地运转起来袁野目前我们的有
些项目已经进入到了中试的尾声袁从结
果来看袁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冶袁董亢
这样介绍道遥

虽然加入红太阳还不到一年袁但他
已被这里每一位同事野敢创敢拼敢担当冶
的劲头所深深感染袁言谈之间更满是庆
幸袁野能够有这样一个可以心无旁骛做研
究的平台袁对我们做科研的人而言是很
大的幸运袁而在研发的同时又能将成果
及时推向车间尧投入到生产之中袁为公司
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袁这也让我
们的研究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冶遥

野与菌共舞冶袁研究野生物
法冶处理野三废冶

在生物学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的十余
年间袁让董亢对野生物法冶有了更多落地
的研究方向袁而这也正与红太阳不断升
级的生物技术研发需求不谋而合遥当下袁
董亢正与实验室的同事们着力攻克烟酰
胺新菌种的开发袁针对烟酰胺在催化过
程中产生的一些副产物袁通过开发新的
三代菌使其在现有指数上再降低 90%袁
从而将目前烟酰胺的产品提升到非常高
的含量和水平袁继而有效提高后续产品
的质量与市场竞争力袁更能够引领整个
行业标准的制定遥 谈及此时袁董亢笑着
说道院野我们实验室现在每天的日常便是
耶与菌共舞爷袁研究菌种尧分析菌种袁要是
每天的实验结果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论

证袁我们几乎能讨论上一整晚冶袁如此这
般结合生产尧分工协作尧细致研究的工作
态度袁既是董亢对自己的要求袁也是他对
整个实验室伙伴们的期许遥
现如今每每提及董亢袁 从技术到管

理层的众多领导无不赞誉有加袁 国星生
化总经理谷顺明在介绍他时更是屡次竖
起了大拇指袁称赞这个 80后野很厉害冶袁
为人谦和尧科研水平高尧产研结合意识强
是他对这位年轻博士最多的评价袁 而董
亢也的的确确以专业能力与团队凝聚力
证明着自己袁无论是围绕着生产上游尧侧
重于基础技术的研究袁还是生产下游尧侧
重于生产工艺的开发袁 董亢与实验室同
事们的野生物法冶成果正在日益彰显袁产
业产能的提升袁未来可期遥

作为一家有责任担当的 野民族尊严冶
企业袁红太阳始终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
环保法律法规袁坚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
原则袁积极开展野三废冶综合治理袁而董亢
则为红太阳在行业新发展新形势的当下
注入了一股野生物法冶环保之力遥在实验室
成立初期袁 他就已经在一些环保项目袁尤
其是野三废冶处理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调研
与基础研发袁尤其是针对一些高浓度高氨
氮高总氮的废水袁野我们想通过研究采用
生物化学尧 微生物的方法来进行处理袁通
过这些方法袁力争将废水中的一些废物进
行转化袁在变废为宝的同时袁既减轻废水
的压力袁 也能产生一些新的有用的产品袁
从而为公司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冶袁 在谈
到科研成果在未来的裂变式发展前景时袁
董亢的眼神中满是期待遥
如今袁 红太阳不仅创造了从农业到

农业的闭环产业链增值圈袁 也让红太阳
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机会惠及全球
农业袁 使得红太阳成为全球农业不可或
缺的资源类集团袁 这其中离不开两代技
术人才的智慧付出遥 对于前辈们已经收
获的成果袁董亢心怀敬意曰对于生物技术
在红太阳开拓的未来袁他亦乐观持重遥置
身于红太阳发展的新时代袁 面对一系列
新任务尧新挑战袁他深知更要立足当下尧
以技术创新为风帆袁从新的起点再出发袁
为书写红太阳野神话冶的新篇章奉献自己
的力量浴 渊题图左为董亢冤 孔未冉

正值野五四冶运动 100周年之际袁为
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袁弘扬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袁不断提升华洲药业
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5月 8日袁华
洲药业精心组织了一次青年员工户外
素质拓展活动遥

天气刚刚入夏袁炎炎的烈日晒红了
每个员工的脸庞袁但依然无法阻挡他们
团结尧进取的脚步遥 沙场点兵尧团队破
冰尧极速追击噎噎这些充满乐趣和挑战
的拓展项目袁没有让洋溢着青春气息的

年轻面孔浮现过害怕尧怀疑袁他们凭借
着胆识尧自信以及团队的力量袁以善于
思考尧敢于尝试尧勇于改变的积极姿态袁
出色地完成了拓展项目袁充分展现了华
洲药业年轻一代的活力与风采遥

一天的时间虽然短暂袁但此次拓展
活动给青年员工们提供了一个突破自
我尧凝聚力量的平台袁给刚入职的新员
工提供了一个认识彼此袁融入集体的机
会遥

活动结束袁 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遥

每一次尝试失败后的总结袁每一次挑战
成功后的分享袁都在加深着他们对野细
节冶尧野执行力冶尧野合作冶尧野责任冶尧野担
当冶尧野信任冶尧野团队冶的理解遥 他们表示袁
在活动中团结协作尧挑战极限袁既加深
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信袁又增强了集
体荣誉感和责任感袁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特别是面对艰巨而具有挑战的工作时袁
应充分发挥这种团结协作尧勇于担当的
精神袁戒骄戒躁袁以激昂的斗志尧饱满的
热情创工作佳绩遥 渊杭婉冤

与青春表白 向荣光奔跑

当涂工业园举行五四主题演讲比赛

董亢：致力于让生物科研成果落地的“学霸”

传承五四薪火 展现青春风采

华洲药业开展青年员工户外拓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