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进步快 工作热情高

近期袁由于客户对 504063 地桩的需求量增加袁
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无法满足交期袁50000 件产品

的订单安排进了新喷淋车间进行生产遥 交期紧尧任
务重袁新喷淋车间从地桩的悬挂方式入手袁对老挂

具进行改造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以往的挂具为树状枝杈式结构袁 产品需要正

放袁这样既不利于夹角喷涂袁吊点处理起来也比较

困难袁且一个挂具上最多只能放置 8 件地桩袁产能

较低遥 鉴于上述情况袁车间主任张风瑞尧王文升立即

组织孟祥智尧邓景路尧王以明等车间骨干研究新挂

具的制作方案遥 结合本部门生产情况及产品特点袁
众人明确思路袁在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喷涂质量上下

功夫遥 通过两天的试制袁新挂具最终成型并投入使

用袁挂载数量由原先的 8 件增加到现在的 20 件袁总
产能提高 60%以上遥

新挂具采用倒卡勾设计袁利用铁丝弯曲后的伸

缩力将倒置的地桩进行固定袁具有挂摘简单袁夹角

易喷涂尧吊点易处理等特点袁在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袁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遥
节能降耗任重道远袁技改创新成效显著遥 从新

喷淋的挂具改造可以看出袁生产环节中处处都有潜

力可挖袁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尧想办法袁敢于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袁那我们的企业定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

稳步前行遥

小创新 大作为
要要要新喷淋车间挂具改进效果好

阴改造后的新挂具投入使用

吟新年伊始袁再传捷报遥 我公司新

喷淋车间职工曹瑞臻光荣的当选省十

二届人大代表袁这是她继 2008 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农民工后的又一殊荣遥
吟日前袁2013 年工作计划汇报会在

公司会议室举行遥 各车间尧部门负责人

在会上就新一年的工作谈打算袁 讲措

施袁会议气氛热烈袁成果丰硕袁为公司重

点工作目标的确定及实施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遥
吟3 月上旬袁 每年一度的员工合理

化建议征集活动拉开帷幕袁大家积极献

言建策袁陆续收到涉及技改创新尧节能

降耗尧 管理改进尧 员工福利等多方面的建议和意

见袁公司将评出部分优秀建议给予表彰袁并对员工

普遍关注的意见在公司表彰大会上进行答复遥
吟近日 袁HOMEDEPOT 客 户 在 GRADEN

ZONE 总裁 PAUL 的陪同下来厂参观考察袁 并对

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给予了较高评价遥

喷淋车间自调整以来袁全体员工抖擞精神袁齐心协力袁扎实工作袁车间面貌发生可喜变化遥凌乱的生

产现场变得整洁有序袁各个区域划分清晰了遥 生产尧质量尧现场的责任分解到班组袁落实到个人袁大家你

追我赶袁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遥
对于今年公司提出的线上包装袁喷淋

车间正在努力进行生产的组织优化袁并逐

渐进入正轨遥在谈到线上包装的重要性时袁
该车间班长赵连民说袁以往漂亮的产品下

线了袁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及时包装袁场地紧

张不说袁不长时间产品上的灰尘就是一层袁
包装时还要再擦拭袁增加了人工成本袁关键

是产品外观打了折扣袁影响了质量遥 为了

把最好的产品给客户袁我们今年一定要在

线上包装这项工作上下工夫袁我们有信心

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浴

在技术研发部袁有一群年轻人袁他们思维活

跃袁心灵手巧遥 生产一线的许多工装模具和设备

改进都出自他们之手袁他们与部门的老师傅们一

起袁为公司的快速发展默默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

智遥在他们身上袁能让人清晰的看到袁创意怎样变

成神奇袁并最终转变成巨大的生产力遥
宋立超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袁虽然入厂只有 3

年的时间袁 年轻的小宋凭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尧刻
苦的钻研劲头袁 先后参与了龙门焊自动化改造尧
焊接机器人变位器等技改项目袁 通过实践的锻

炼袁 小宋已经熟练掌握了 PLC 控制技术在设备

自动化中的应用遥保护焊车间年前投入使用的新

龙门焊机袁是小宋同设备研发部师傅们完全自主

研发的袁在几个月的设计尧制作袁反复调试的过程

中袁大家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遥 新龙门焊机成

功投入使用后袁各项指标符合要求袁性能稳定袁经
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袁 有力保障了生产的顺利进

行遥
目前袁宋立超同研发部的李俊亮尧徐辉等搭

档们袁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尝试遥 对传统台钻进行

改进升级袁 将操作台改装在滑行轨道上袁 通过

PLC 控制器尧伺服电机等装置控制操作台精确行

进并气动下钻袁他们把这套装置叫做自动钻孔机袁这项设计

已经纳入今年的重点技改工作中遥 此项技术解决的是货架

类尧门柱类等定位尺

寸杂尧下钻难度大的

产品遥现在装置的机

械部分已经准备就

绪袁自动控制部分调

试完毕袁即将进入组

合调试阶段袁预计 3
月底可以完成测试

并投入生产遥自动钻

孔机试车成功后袁不
但能简化操作工序袁
减少钻孔工装定位

的重复制作袁降低成

本袁同时可以有效降

低该工序的劳动强

度袁可以说是一举多

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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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工作重在尽职曳在书架上搁置

了许久遥 这是年前一次座谈会上发放

的交流书籍袁 当时觉得书名太过平

淡袁并未在意袁近日袁出于对工作做一个回顾

梳理的心思袁认真读过此书袁对书中所述所

言袁却真真有一番新的感悟遥
假如我们对设备的缺陷视而不见袁假如

我们对系统的隐患敷衍了事袁假如我们在做

风险预控时存在侥幸心理袁当所有的这些假

设变成现实时袁那么企业将出现多少随时都

可能演变成事故的风险袁那么我们对设备的

管控力势必大大降低遥 我们站在一个岗位

上袁这个岗位的责任也同时站在了我们的肩

上遥 责任是简单而无价的袁责任在心中袁责任

在脚下袁责任是人格的基础袁责任是形象的

依托遥
当责任不能成为习惯袁我们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件差事袁

或者只把目光停留在工作本身袁 那么即使是从事你最喜欢

的工作袁你依然无法持久地保持对工作的激情遥一个缺乏责

任感的员工袁不会视企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袁也就不会因

为自己所作所为影响到企业的利益而感到不安袁 更不会处

处为企业着想遥

当责任能够成为习惯袁我们就会

自然而然地担负起责任袁而不是刻意

地去做遥当一个人自然而然地做一件

事情时袁当然不会觉的麻烦和累遥 当你意识

到责任在召唤你的时候袁你就会随时为责任

而放弃别的东西袁而且你不会觉得这种放弃

对你来讲很艰难遥
当责任成为习惯袁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态

度时袁我们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的智慧袁就能

从全身投入工作的过程中找到快乐遥 这种习

惯或许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袁但可以肯定

的是袁当懒散敷衍成为一种习惯时袁做起事

来往往就会不诚实遥 这样袁人们最终必定会

轻视你的工作袁从而轻视你的人品遥
责任于工作是必须的袁也是完全能够实

现的遥 工作给予我们荣誉感袁工作中不管做任何事情袁都要

将心态回归到零袁把自己放空袁将每一次任务都视为一个新

的开始袁一段新的体验袁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遥 只要我们敬

重自己的工作袁工作也就会敬重我们的价值遥
让我们心中常存责任感吧浴 我们因责任才会弹出圆润

舒畅的音符袁人生才会动听袁社会才会美妙遥
渊摘自叶黄骅报曳袁作者系国华沧电职工冤

当责任成为习惯
阴 董胜元

有幸在 3 月 4尧5 号参加了万全老师主讲的狼性团队

训练营袁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培训形式袁内容丰富袁形式新

鲜袁使我受益匪浅袁明白了很多的人生道理袁充实了自己袁
同时也突破了自我遥 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体会遥

团队的成功是个人成功的基石

第一个项目是齐眉棍袁每人同时伸出一个手指肚托住

一根棍子袁从身高最矮队员的眉毛开始向下移动袁直至达

到脚面遥 听老师讲完齐眉棍的要求后袁大家跃跃欲试袁本觉

得非常简单的项目袁没想到

却在困难重重中完成遥 每个

人都想快些袁都想做到节奏

一致袁 但一有手指离开小

棍袁就得重新来过遥 这个项

目考验的就是队员们的耐

心尧毅力和默契袁要求团队

成员必须协调一致袁紧密配合袁形成有机的整体袁才能够完

成既定的动作遥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遥 竞争如此残

酷袁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袁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袁过硬的质

量袁科学的管理袁快速而灵敏的反应速度袁而这一切如果松

散不关联袁各自为政袁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袁怎能发挥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呢钥 要想在同行业做佼佼者袁不仅靠机会

和幸运袁更要靠顽强的努力和奋斗遥 只有充分发挥团队的

合力袁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遥 企业成功了袁个人的成功才

会水到渠成遥
高度的责任心是做成事的前提

在做"领袖风采"项目时袁学员们被分成两大组袁每组有

序报数袁报错或达不到要求就要惩罚我们的队长和副队长

做俯卧撑遥 没想到这么容易的报数袁居然连续多次出现失

误袁也许是人多袁也许是怕出错的缘故袁总之袁把队长们给

害惨了遥 但这就是规则袁出错了袁就得有人来承担责任遥
海尔 CEO 张瑞敏把一个曾经亏损的的海尔发展成为

世界级企业袁当记者采访他时袁张瑞敏却谦虚的说院我每天

都感到战战兢兢袁如履薄冰浴 企业做到如此强大袁仍然还有

这样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袁说明了什么钥 足以表明了市

场的残酷性袁说明海尔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遥
海尔如此袁我们又当如

何遥尽管项目中的队长承担

着被罚的责任袁说明了一个

团队中负责人的重要作用袁
但团队成员也要忠实履行

自身的职责袁不能做团队前

进中的障碍遥无论是一线职

工还是管理者袁肩上都有一份责任袁区别就是分工不同遥 但

所有人都有一份共同的使命袁那就是尽职尽责的做好本职

工作袁让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遥
信任和尊重让沟通变得更容易

当两人自由结对袁去体验"人生旅途"时袁我深刻的体会

到信任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遥 我被蒙上眼睛袁由我的

伙伴拉着我爬台阶袁走楼梯遥 我感到害怕袁不敢向前袁但伙

伴厚重的手让我感到了安全感遥 我信任他袁在他的搀扶下

穿过重重障碍袁到达终点遥 要知道袁在黑暗中有怎样的恐

惧袁有了朋友的协助和指引袁负面情绪都远离了袁最终完成

了看似十分困难的任务遥 平时与人沟通袁除了讲究方式尧方
法外袁我觉得信任和尊重是最基本的条件袁只有相互信任袁
携手向前袁才能达到共赢遥

两天的培训结束了袁心里有太多的不舍遥 短短的两天袁
让我感悟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遥很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袁让
我能有机会成为这次狼性团队训练营中的一员遥

初到会场袁助教的热情加上激昂的音乐袁把我们大家都

感染了遥 从互不相识到有说有笑袁
学员们融洽得像一家人遥 主讲老师

做完自我介绍后把全体学员分成

了五个小组袁 要求每组选出队长尧
副队长尧执行长各一名袁并给自己

团队起个响亮的队名遥 确定口号尧
制定纪律尧 明确违反纪律如何处

罚......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遥 小小的

细节让我明白袁团队中每个人都是

不可或缺的遥
小组的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野齐

眉棍冶这个项目遥 组员们用手指肚

将一根 pvc 管托住袁从小组中个子

最矮队员的眉毛处开始下降袁直到棍子挨着每个人的脚面袁
才算成功遥 由于是头一次接触袁队员间的动作不协调袁越着

急棍子越降不下来遥队长带领大家迅速调整方案袁并不断提

醒大家注意节奏袁作为副队长的我则一直鼓励大家袁不要灰

心袁我们能行的浴 几次失败下来袁队员之间越来越默契袁最
终袁在大家的努力下袁我们组第一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遥 一

个好的团队袁必须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袁就像我们在

工作中袁每个岗位的分工协作袁都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力量袁
密切配合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袁 强大的执行力则使我们工

作完成的更出色遥
野领袖风采冶项目中袁原来的五

个小组融合成了两个大组袁 由选出

的队长分别带领自己的组员完成报

数袁耗时长的队袁队长要接受做俯卧

撑的惩罚遥 输的队正副队长第一次

惩罚数量分别为 20 次和 10 次袁第

二次翻倍袁 以此类推遥 刚开始的时

候袁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

赢得比赛袁随着惩罚数量的增加袁大
家不再看重输赢袁 而是自己队长所

要承担的责任和他们的坚持遥 虽然

只是个游戏袁 却反映出工作当中真

实一面袁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袁不管

队伍中有任何的差错都要他们来承担责任遥作为队员袁看到

队长因为我们的失误而接受惩罚袁除了深深的感动袁还有用

心将事情做好的决心遥
在人生的旅途中袁责任伴我们同行一生遥 从此刻开始袁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袁播下责任的种子袁让它生根发芽袁 在

收获的季节满载幸福而归浴

3 月 4 日尧5 日两天的培训袁虽然时间很短袁但对于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的我来说袁获益良多遥
第一天上午袁万全老师只是讲了一些狼性精神尧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袁下午训练项目正式开始遥 55 个人被

分为 5 个小队遥 第一个活动叫野齐眉棍冶袁队员们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托一根塑料棍子袁将其放到和每队最矮

队员的眉毛平行的位置袁一直降到于我们的脚面平行遥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袁棍子总是在我们接近

胜利的时候滑杆遥反复两个小时袁队友们已经有点灰心了袁作为纪律员的我不断鼓励大家野加油袁亲人们袁我们

一定行浴 冶在队员们的集体努力下袁我们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该项目袁那一刻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袁能为

这个队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感到无比骄傲袁而且我坚信袁一个团队如果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强大的凝聚力就一

定会成功遥
第二天上午的项目是野人生路途冶袁从中我们收获更多的是野感恩冶遥 活动内容主要是两人一组袁一人蒙上

眼罩一人领路穿越障碍遥 会场气氛很安静袁我在队友的帮助下钻椅子尧爬楼梯袁翻越重重障碍遥 整个过程很顺

利袁也很值得反思遥这个项目让我想到了每一个在人生旅途中帮助过我们的人袁有我们的父母袁也有我们的朋

友......记住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袁并心存感恩遥
野领袖责任冶项目就是报数遥 55 个人被分为两组袁每组两个队长袁一男一女袁输的惩罚就是队长做俯卧撑遥

第一次输男做 20袁女做 10袁第二次数量翻倍遥 刚开始的时候袁我们都觉得太简单了袁没有在意袁可是错误连续

出袁队长一直在接受惩罚遥 有的队友想替力竭的队长分担袁但规则不允许遥 因为他是领袖袁这就是责任遥 我们只能眼睁睁

的看着队长受罚遥 他们不正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尧给予我们温暖和帮助朋友吗钥 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袁为我们背

负着数不清的责任袁谢谢你们袁我的家人朋友们浴
不知不觉间袁为期两天的培训结束了遥 纵然有太多不舍袁但最终还是要分离遥 值得庆幸的是袁在活动中结识了那么多

的朋友袁收获了那么多感动袁这些宝贵的财富必将令我收益终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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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处 张迪

积跬步 至千里
———参加狼性团队训练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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