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日，山东万达集团公司董事局副主席、轮
值总裁尚建立一行到访公司考察。山东万达董事局主
席助理、海缆公司董事长巴银华，山东万达副总裁、油
缆公司董事长巴文广及海缆公司总经理孙家伟陪同考
察。

考察团在总工程师徐建忠、副总裁陈清福、黄祥光
的带领下参观总部二厂、总部一厂与展厅，随后来到立
塔与董事长李云孝、总裁林芳及各高管一同参加座谈
会。

会上，徐总工简要介绍公司海缆的初步方案，双方
表示今后将成立小组进行交流，互相借鉴学习。结合双
方各有的资源和优势，争取合作共赢。

（黄家晟）

山东万达集团
到访公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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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荣获福建省扶贫基金会、福建省扶
贫开发协会授予的“扶贫贡献荣誉”称号。

在第四届省“两会”期间，公司向福建省扶贫
基金会、福建省扶贫开发协会捐款 30 万元，有力
助推了省扶贫“两会”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的
开展。不仅为受助方送去了物质的帮助，更重要的
是为受助困难群体送上了巨大的精神鼓励，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将成为他们回报社会的无
形动力，彰显了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

太阳电缆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为建设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综合部）

公司荣获“扶贫贡献荣誉”称号

11月 20日，新罗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张锋一
行莅临公司考察，公司董事长李云孝、总裁林芳及各高
管陪同考察太阳电缆城、总部一厂生产车间、随后来到
立塔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总工程师徐建忠介绍公司的发展历程，
双方观看未来城项目手册、银雁新城项目手册，就公司
投资龙岩新罗区建设电缆生产线项目进行洽谈。

（综合部）

龙岩市新罗区张锋区长
一 行 莅 临 参 观 考 察

2020福建企业 100强发布大会暨福建企业家大
讲坛于 11月 20日在宁德市举行。会上，福建省企业
与企业家联合会联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20
福建企业 100强”榜单，同时还发布了“2020 福建制
造业企业 100强”榜单、“2020福建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 100强”榜单。太阳电缆榜上有名，获得“2020福
建制造业企业 100强”。

据了解，今年榜单评选主要考核“营业收入、企业
净利润、资产总额、纳税总额”等综合指标，以营业收

入为标准，评选对象包括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种所有
制企业，程序上严格经过“企业自行申报、各设区市企
联及相关经济社团、行业协会推荐、由主办单位组织
成立的评审委员会审定”等步骤，榜单发布前面向社
会公示，在公示的基础上，及时了解和充分吸收社会
意见，综合多方面因素，最终确认了最终的榜单。

太阳电缆将再接再厉，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
作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李彤）

太阳电缆荣膺“2020福建制造业企业 100强”

11月 26日，太阳电缆与漳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漳州市举行，公司董事长李云孝、总工
程师徐建忠、党委书记兼副总裁黄祥光及漳州市市委

常委、副市长张慧德出席签约仪式，双方围绕海底电
缆项目合作进行签约。

（廖文胜）

太阳电缆与漳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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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日，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早
晨，范德发如往常一样早早站在了公司
办公楼大厅，“35.8、36.2……”他手持着
体温计，为前来上班的同事一一测量体
温，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几天前各地
来回奔波的疲惫。

11月 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 1689人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 804人全国先进
工作者称号，这其中就有来自太阳电缆
的技术中心主任范德发。

为了这一场荣誉的盛会，早在 21
日，范德发就出发来到了福州，同省内获

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们汇
合，并与 22日前往北京。

站在人民大会堂外拍照的他略显得
拘谨严肃，面对这样一份荣誉，没有人的
内心不充满着庄严和自豪。

27日，载誉归来的范德发又同我市
其余 4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参
加了市委书记袁毅主持召开的座谈会，

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身处太阳电缆的员工，对范德发都
不陌生。他生于 1970年，是一名中共党
员。大学毕业他就来到了太阳电缆工作，
28年来一直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
与制造工作。他始终以母校哈尔滨理工
大学的校训“知行统一、博厚悠远”作为
人生格言，在日常工作中也这么践行着。
自 1993年毕业分配至太阳电缆，他先后
经历了各车间的工艺员、裸线工艺副主
任、技术中心主任助理、技术中心副主
任、技术中心主任等众多岗位，从普通工
人成长为了高级工程师。

本职之外，范德发还担任着《全国电
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电气
装备线缆与电线电缆材料专家委员会》
委员和《福建省电机工程学会》理事，并
于 2016年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
缆分会的领导下参与《中国电线电缆行
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的编制工作。
研发产品电压等级不断提升，从 1kV提
升到 35kV，进一步提升到 220kV，并完
成多项研发项目……

截至 2019年底，公司共获得国家专
利授权 100项，其中发明专利 6项，实用
新型专利 92项，外观设计专利 2项……
范德发由于突出的表现先后获评“南平
市第八批优秀人才”“2015 年度南平市

劳动模范称号”“2018 年度福建省劳动
模范称号”等荣誉。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也是他多年来在技术钻研上一步一
个脚印实践打磨出来的。
“身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

劳动者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表彰大会后范德发这样说到，劳
动模范的勋章在他的胸前闪耀着，幸福
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社会风尚必将由着劳动模范的榜样
作用继续发扬光大。让我们以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们为榜样，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爱岗敬业、勤
奋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不断谱写
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记全国劳动模范、太阳电缆技术中心主任范德发

为进一步发挥劳模、工
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
匠精神，凝聚起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强大力
量，今年省总工会发起“2020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宣
传活动。

自 5月启动以来，经各
级工会组织推荐和个人自
荐，职工群众广泛参与，通过
专家认真研究、充分讨论，综
合网络投票，太阳电缆吴水
金获评“2020八闽工匠年度
人物”之一。

（福建日报）

太阳电缆吴水金获评“2020八闽工匠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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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
烈士的无尽哀思，为“深入学习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主题教育活动，总部
二厂特缆分厂党支部于 12月 5日上午
在党支部书记柯效威的带领下组织部分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来到南平玉屏山公
园参加支队纪念园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的主题活动。

整队集合后，我们就步行到达了目
的地。纪念园位于玉屏山公园的最顶端，
是为了纪念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而设立
的，目的是让后辈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新中国
诞生前夕，中共华北局执行党中央，毛主
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
1948年下半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
全国有 4000多名优秀干部被抽调，支援
前线，他们渡黄河、跨长江，直向福建挺
进，不管是大风大雨，还是酷暑当头，中
途随时有土匪和轰炸机，随时都有倒下
或牺牲的风险，但是大家没有退缩。历尽
千辛万苦到了福建，与大部队会合，不过
大家还要继续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
等重要困难。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
他们以福建为家，为福建的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活动中我们还对
长江支队纪念园的周边环境卫生做了一
次清理。希望能用我们的这一举动，去感
染所有的市民，让更多的人牢记革命先
辈事迹，爱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家园。

活动结束，我感触很多很深，知道了
要牢记历史，不忘初心，懂得了要珍惜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工作学习。同时
下定决心为新时代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特缆分厂党支部 郑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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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原本暖意浓浓的延城蒙上了一丝
丝的凉意。为了深入贯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践行初心与使命，以及积极响应南平市委“创建文明城
市 发展绿色产业经济”的号召，裸线党支部于 11月 28日，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九峰山
义务劳动捡垃圾。

一路上同志们手持工具和垃圾袋拾阶而上不放过每一
个烟头、纸屑、塑料袋、果皮等垃圾。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挡
不住同志们的热情。

我们有说有笑的回忆着以往的故事，一边搜索隐藏在
角落的垃圾。

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我们来到了英雄纪念碑，在瞻仰英
烈的同时带着崇敬的心情，把纪念碑周围的卫生打扫干净，
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开心的笑了。这次活动既提升了
同志们的文明意识，又锻炼了大家的身体是一次有意义的
党日活动。

通过此次义务劳动，同志们增强了主题活动意识，大家
纷纷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够引导广大市民自觉爱
护和美化我们的家乡———延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四面八
方的友人汇聚南平旅游创业。我们的延平未来可期！

（裸线党支部 彭海松）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为深入贯彻“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落实支部一
年一度的爱心公益活动，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积极倡导良好社会风气。11月 28
日，在书记陈飞的带领下，我们支

部十余人前往延平区福利院献爱
心送温暖，为这里的孤寡老人和残
疾儿童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爱心不分大小，爱心需要行

动”，此次活动由裸线支部和科三
支部一起完成捐赠和关爱福利院
的活动。

活动前，我们提前联系了福利
院，了解了他们的需要，两个支部
慷慨解囊，由于疫情原因，同志们
没能走进每一位孤寡老人和残疾
儿童身边，但筹集的纸尿裤、牛奶
和孩子们爱吃的零食等爱心物品，
为冬日里的福利院送去了暖洋洋
的爱心。

通过这次爱心公益活动，同志
们表示希望用这种实际行动来感
染身边的人，同时教育自己的孩
子，要心怀爱心、帮助社会的弱势
群体，从小具有无私奉献精神，让
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总部二厂裸线党支部 冯丽华）

温 暖 冬 日

为深入开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弘扬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用实际行
动“学雷锋、做好事、献爱心”。总部二厂特
缆分厂党支部于 12月 5 日上午党支部书
记柯效威同志的带领下组织部分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来到了金色养老院慰问，看
望老人，让冬日里的老人们感受到无比的
温暖和快乐！

尊老爱幼是精神文明的新风尚，助人
为乐在行动。养老院的老人都十分寂寞，
有的老人腿脚不利索，有的是儿女工作太
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才把他们送来养
老院的。此时我们就应该去看望他们，跟
他们聊聊天，顺便给他们带去快乐。

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
们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这家养老院。令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这儿的条件很不错，房
间大而明亮，老人们即使坐在房间里也能
够很舒服地晒着太阳，而且每间房间都有
配置的设施和空调，除了这些，还有很多
的娱乐设施和运动设施，老人们在闲暇时
光也能够打打牌，下下棋，看看电视，老人
也喜欢看看书读读报，也喜欢音乐，生活
还是挺有滋有味的。

主题教育党日活动———走进养老院
在和老人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

到老人们大多子女都很忙，因为没时间
照顾老人，所以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同时
也因为养老院的条件设施都很好，所以
能够放心。老人的孩子们都不常回家，所
以老人们看到我们也很开心，很乐意跟
我们聊天，拉家常，对于我们的到来也很
感动。

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活动使我学习到
了很多。对于父母，我告诉自己，父母也会
有老的一天，我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
们，留在身边，不论他们的行动变得多么
迟缓，不论他们思考变得多么困难，因为
我明白，小时候是他们一步一步地扶着我
走路，是他们一遍一遍地教我识字，他们
为了把我抚养成人，辛苦地工作。羊有跪
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滴水之恩，涌泉相
报，我就更应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构
建幸福晚年生活，发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
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特缆分厂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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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过后，瘦秋仟仟，还来不及
叹息，来不及怀念，冬的身影就悠悠
然然的跃入了眼帘。11 月 7 日立冬，
立，建始也，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冬
是终了的意思，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
藏起来的含意，我国把立冬就作为冬
季的正式开始。每当与秋天回首告
别，秋色隐去，冬意开始渐浓之际，
凉意寒冷的风儿掠过光秃秃的树梢，
冷色的月光不经意中洒落满地，浅冬
的来临，思绪也悦若显得有些苍白，
只能用初冬的心情编制着自己的梦。

门前不远处的那棵枫树，此时的
叶子已少了许多的光鲜，多了些许的
暗沉，就像是一件有了些年头的旧衣
服，光鲜尽退，尽显着陈旧。在主体
的树身上已不见了印象中的那些叶
子，虽有些不舍，却没有悲凉、凄伤
与彷徨，多的是一份释然。这棵枫
树，夏天，它曾长满了一树的绿叶，
投以一种安宁与沉静的感觉 ; 深秋，
一树的嫣红，给人以一种温暖、坚毅
与祥和，如今，它虽显得有些暗沉，
在风雨中摇曳着，等待着那一刻灿烂
而静美的离去，但它始终亭亭玉立，
足以斑斓多姿多彩。

步入冬，首先品到的就是寒冷、
落寞的那种味道，殊不知在这味道
中，也让人咀嚼出冬天所蕴含有的无
尽的人生哲理。我觉得这冬天与春夏
秋相比，显得是这样的老练和沉着，

在整个冬天里面蕴含着一种睿智和
经验，就像一位老者，有着宽广的胸
襟，能忍辱负重，作着默默的奉献，
能将蓄积已久的能量倾囊抛泄出来，
只是为了春天的烂漫，夏天的葱郁，
秋天的硕果。它从不张扬，从不显山
不露水，在四季中显得最为的是安静
和低调。它虽没有春天的繁盛，却有
着一种深藏不露的气概，它没有夏天
的炎热，却有着一种自然的坚韧和冷
静 ; 它也没有秋天的收获和丰盛，却
有着一种蓄势待发的睿智和内敛 ;它
呈现的是一幅黑白素描，线条虽然很
简单，却蕴含着深奥的生命真谛 ;它
就像是一首优雅的古典曲，独自在轻
轻地弹唱，静静的诉说，如静静流淌
中的溪水，沉淀出来的是心底里那份
纯洁和沉静。

秋天是雨的世界，秋雨丝丝缕
缕，萦绕着人的思绪，就像一场缠绵
的缘，在生命世界里萦回。冬天，最
多的则是寒冷的风，不紧不慢地在大
街小巷之间游走，寻找或孕育着一场
雪的来到。此刻，若炉火正旺，暖壶
里的水在火舌的舔舐下吱吱发出鸣
叫，举一杯香茗，品茗闲谈 ;或斜倚在
藤椅深处的安逸里，捧一部诗书，悉
心品咂，那是一种别样的味道。若有
一场雪的来到，来到雪地里，去感受
雪的圣洁，内心便能够放下长久积聚
的聒噪，对灵魂进行一番彻底的洗

礼，把身心沉浸在广袤的圣洁里。因
为，这雪花，是孕育三季的圣物，它
来自遥远的天国，没有人会对雪避而
远行。

走在冬天的雪地上，去找寻冬天
的声音，能听见阳光融化雪的清脆，
能体会到小草与大地的窃窃私语，能
听见湖水流淌的欢笑，能看见一颗颗
大树上又增写上了一道年轮。生命
里，总有一份飘渺看似久远的情，深
深地蕴藏在时光的深处里，偶遇，微
澜，不久便会奔腾、涌动起。冬日的
大雪覆盖着大地，留下了洁白的世
界，少了闹市喧嚣，少了车水马龙，
一切是那么祥和，安静。天地间，虚
幻中藏着真实，宁静中带着古韵，人
景相依，情景交融，处处都像是一幅
唯美的图景。

时间如水流，眨眼秋去走进冬。
兀自岸边望水流，“流到瓜洲古渡
头”，此时心中尽是些喜，没有什么
忧与愁。“昨夜雨疏风骤，浓水不消
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初冬里的
梦是多彩旖旎的，在光阴的此岸，隔
着旖旎的冬景，痴迷彼岸风景中的绿
肥红瘦。品一首歌，听一首曲，写一
段字、暖一颗心，淡看云卷云舒。将
一些爱，一些不舍，一些醉痴，于心
底里浅浅顿留，笑度着沧桑，安渡着
流年，握别一季秋，安然走进冬。

握别一季秋，安然走进冬
阴老张

言语撬开坚硬的牙齿
纵身一跃闪入杯中
用一个个故事
绽放出朵朵酒花
那些跳动着的音符
有自己的颜色

我把自己泡进酒里
人生就充盈了
对着天空吐一口气
便架起一座彩虹桥

彩虹桥（外一首）

阴佚名

当黑暗笼罩一切时
不要畏惧
更不要退缩
看那悬挂着的一弯明月
是雀跃的生命
是燃起的希望

除却那生与死的沟壑难以逾越
失恋、疾病、贫穷与一切痛苦
不过是成长的肥料
黎明近了
黑暗便远了

希望

延平一景
作者院李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