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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公司

发电公司

西山煤电工会

3月29日，煤气化公司组织召开党委中心组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公司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各责任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
重要论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全面学习、认识、掌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意义；集中观看
了“党史故事”《一大聚首、开天辟地》和《秋收暴动、开
辟井冈》，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会议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在
学习上有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要紧密结合山西焦
煤“三个三年三步走”战略规划和企业中心工作、重
点工作，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在学
习教育实践中解决难点、消除痛点，要带动身边的
党员深入学习交流，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氛围，加
强红色教育洗礼，推动工作落实见效。 ●武志红

学党史 解难题

金城公司

学生晕倒 经警开道

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有不一样
的精彩，生命的长度不能决定，
但可控制生命的宽度；命运的美
满不能左右，但可以变换心情的
美好；黑暗的到来不能阻止，但
可以点亮心中的那一盏灯。在西
山煤电机电厂志愿者服务队中，
高峰是其中之一，1992 年出身于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自 2015 年 11
月参加工作以来，他踏实肯干，
让同时进厂的年轻人心悦诚服，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
的力量。

近几年来，他获得了 2019 年
优秀共青团干部、2020 年“建功
新焦煤、奋斗我出彩”青春故事
会及演讲比赛三等奖。在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他挺身
而出，积极参加厂团委组织的疫
情防控系列义务活动，厂区范围
内消杀、义务为留守工作人员理
发、特殊时期清洗厂内车辆等，
从无怨言。他始终坚持“奉献、
友 爱 、互 助 、进 步“ 的 志 愿 者 精

神，以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的态度，兢兢业业，脚踏实地，认
真落实和积极参加团委的各项工
作 活 动 ，贡 献 着 自 己 的 绵 薄 之
力。

在工作中，他通过对厂区二
类材料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时常
下基层车间里了解生产进度，确
认物资到厂的准确时间。在 ERP
操作系统上进行价格的比对后才
制作合同明细，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同时对节支降耗工作一丝不
苟。时常加班加点，却乐此不疲。
每一项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每
当遇到困难时，他都虚心请教。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车间与
其他老师傅朝夕相处，每当提到
他，师傅们都笑着竖起大拇指。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
积 极 向 组 织 靠 拢 ，从 年 轻 人 中
来，到基层中去，认真的他同时
兼任物资供应支部团支部书记，

“虽然我还未入党，但我心中早
已加入组织，请把我当作党员。”

他总这样说。“哪里需要我，我就
会出现在哪里，呼之即来，招之
即到，我不是在服务，那就是在
志愿服务的路上”，他经常用这
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他所在的物资供应党支部在
得知他参加志愿协会后，从思想
上鼓励他，行动上支持他，选派
出本支部 3 名党员参与志愿者队
伍中，以党建促团建。在 2020 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期间，他义无反
顾地参与其中，主动上交入党申
请书，积极靠近党组织，悉心为
厂团委出谋划策，配合团委组织
志愿者配合公安科共同完成“雷
锋 精 神 战 疫 情 、志 愿 活 动 保 生
产”系列活动。不为酬劳，献出
个人的时间与力量，一次点点滴
滴的付出都让他感到快乐。

被分配到普通岗位上，他却
用双手奉献青春奇迹，使志愿之
花在基层生根发芽。志愿者，聚
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用行动
给青春添精彩，给人生谱华章。

生而平凡 作为不凡
——记山西省“最美志愿者”、机电厂青年志愿者高峰

3月 29日，金城公司举行党史学习教育读书
会暨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会上，有关人员作了题为《从党的历史中学

什么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的主题研讨发言，并
领读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的有关内容。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认识。党史学习教育是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务必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将党史学习教育抓
紧抓实抓到位；二要端正态度。态度决定行动，
也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只有保持积极的心
态去学习、去工作，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
要明确重点。要按照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及公司
党史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开展工作，要在学习好
指定书籍的基础上，拓展“学”的深度、巩固“学”
的成果、深化“学”的实效，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四要掌握要领。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落脚到山西焦煤“三个三年三步走”
战略规划和西山煤电推进“六大突破”实现“三个
领先”“苦干实干拼命干”工作总基调上来，落脚
到公司确定的年度奋斗目标上来，体现到解决实
际问题、推动企业发展、增进职工福祉上来。

●赵俊平 杨建刚

学党史 抓要领

一首首红歌响彻耳畔，一幅幅
画面映入眼帘，打开西山煤电微信
公众号，西山煤电工会开展的“西
山好声音”第二季“唱支山歌给党
听”职工歌手网络擂台赛格外引人
注目，昔日工作在千米井下的“煤
亮子”唱起了《我的祖国》，街头跳
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唱起了《南泥
湾》。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变身为
歌颂伟大祖国、传颂中国共产党光
辉历程的的流行歌手，用发自内心
的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
通过飞扬的歌声吟唱着奋斗的岁
月，伴随熟悉的旋律奏响新时代的
乐章。

“历经沉淀而广为传唱的红
歌，被咱们职工以饱满的精神、嘹
亮的歌喉，唱出了经典神韵，这项
活动不仅增强了对企业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也增强了建设国家、建

设企业的使命感。”西山煤电镇城
底矿薛亮文说道。

据了解“西山好声音”第二季
“唱支山歌给党听”职工歌手网络
擂台赛截至目前已举办 12 期，400
余名职工歌手一展歌喉，累计点击
量 40万余次。西山煤电工会在开
展职工歌手网络擂台赛的同时，通
过组织各基层单位开展“西山达
人”线上知识竞答、云端戏曲展演、
矿区美化亮化、居家运动竞赛等活
动，结合党史主题教育广泛开展欢
度春节的吉庆活动，确保活动走深
走实。

2021年一季度，西山煤电工会
系统以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系列活
动为抓手，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职工文化活动，累计参
与人数达 15 万余人次，活动辐射
西山职工家属 30 余万人。下一

步，西山煤电工会将按照公司党委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举办

“红歌嘹亮、唱响西山”第四届职工
合唱比赛，开展职工书画、摄影、微
视频征集等网络云比赛活动、推选
优秀队伍和作品参加山西焦煤“颂
党恩·守初心”红歌赛和文艺汇演，
继续通过在政治上牢牢把握正确
导向，大力加强宣传引导等方式强
化组织保障，确保学习党史的精神
延伸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
更多效果好、模式新，广大干部职
工叫好又叫座的党史学习活动，把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
穿全过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
以新焦煤文化为引领，苦干实干拼
命干、齐心协力加油干，为山西焦
煤高质量转型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
礼。 ●工宣

开展多彩活动 纪念建党百年

3 月 26 日，万柏林区官地实验
学校负责人和受助学生将一面写有

“情系学生、爱暖矿区 、风雨无阻、
保障畅通”的锦旗送到了官地矿，感
谢官地矿经警队干警帮助学生疏导
交通，为急时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3 月 23 日，万柏林区官地实验
学校有一名学生晕倒，但由于九院
沙河西延改造导致120救护车无法
到达矿区，为了不耽误救治，万柏林
区官地实验学校积极与官地矿联
系，该矿干警全力疏导，与时间赛
跑，将 120 救护车一路护送到矿区
并驶离修路路段，为患病学生开辟
出一条生命通道，为急救赢得了宝
贵时间。

苗变玲 岳巧艳 摄影报道

3月26日，发电公司党委组织直属机关党支部
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大型纪录片《榜样5》。

节目聚焦学习宣传伟大抗疫精神，集中展示
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
共产党员风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个
故事，都彰显着党员的力量，展示着党员的魅力，感
悟榜样精神，传递先进力量，让人深深地感动、折
服，并让人们受到精神的洗礼。

通过观看《榜样5》特别节目，大家深受教育，
备受启发。纷纷表示：以专题片中先进党员为榜
样，带头学习和弘扬新时代榜样精神，把榜样力量
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坚守初心，发挥共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
中，以实际行动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滑凯乐

学党史 看榜样
●王亚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