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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中层成为中坚

让员工成为战士

让职业精神成为生产力

中美领导力、执行力专家

推出《没有任何借口》“中国

版”，通过对西点军校“没有任

何借口”理念的全面深入剖

析，解读“没有任何借口”背后

展现的文化支撑体系及其精神

力量，以及其所体现的高度责

任感、执行力、落实力和实干

精神！“没有任何借口”体现的

是一种“境界”，它不单纯是

“做事不找借口”的口号，而是

由一整套包括信仰、使命感、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忠诚、敬

业、自律、胜任力、创新能力、

敬畏感、紧迫感、奉献和追求

内在幸福等在内的价值体系和

执行力文化所支撑的系统。

本书的特质，在文化和灵

魂高度展现“没有任何借口”

的内在力量，从心灵深处去改

变人、塑造人，为组织注入正

能量，提升组织境界，驱动组

织升级。

内容简介

杰伊·瑞芬博瑞，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担任游骑兵空军突击队员。十多年来，

杰伊凭借其在军事领域的杰出履历和训练，将军事原则与企业管理有效融合，在培

训和咨询领域声誉卓著。受他指导和培训过的世界 500 强企业、NG0、学校和政府机
关遍布美国各地。

路大虎，原名路卫军。执业律师。专注于领导力、法律与商业精神的研究和学习。

没有谁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

声名显赫的尊者。

比如金一南。他如今是中国国防大学

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军著名国家安

全战略问题专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军队科技进步奖、国务院新闻办“中

国国际新闻奖”、解放军报“金长城国际

观察优秀奖”、国防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获得者，可谓成就非凡。但是，他的人

生经历却不顺畅，在相当长的一段人生

中，他默默无闻……

20 世纪 70 年代初，金一南被分到一
个街道小厂，当了一名烧阿司匹林药片

瓶子的徒工。工厂选他去学车工，金一南

白天去挖防空洞，夜里学车工。到了凌晨

一点钟，车间里其他人都走了，只有金一

南车床的那盏灯还亮着。那时，人们说他

“天生是个好工人”。

后来金一南参军，由此经历了 12 年
的基层连队生活。为了做好工作，他把维

护电台的经验体会记了一本又一本。因

为努力，在全团技术竞赛中取得优胜，被

破格提干，成了一名无线电技师，被团里

评为技术能手。那时，人们说他“天生是

个技术员”。

从部队转业之后，他又在国防大学图

书馆工作了 11 年，并在此期间自学计算
机、英语，搞数据库。为搜集资料，他几乎

跑遍大江南北，坐过火车过道，睡过座位

底下。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他主持开发的

“国防相关信息情报系统”获军队科技进

步奖，成为军事训练信息网上运行的第

一个大型情报信息系统。那时，人们说他

“天生是个管理员”。

如今，金一南教授的课不但在国防大

学，而且在全军很多单位深受好评，他本

人也连续三届获得“国防大学杰出教授”

称号。这时，人们说他“天生是个好教

员”。

金一南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自

己在不同阶段保持同样的积极心态有很

大的关系。在他用心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金一南还用这种积极心态做了更多

“分外”的事情，比如白天挖洞晚上学车

工，记录维护电台的经验体会，比如自学

英语、计算机等，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自

身不断地成长（不论是能力还是社会地

位），从而成就了如今的显赫。

“平民专家”金一南的积极人生

本书案例链接

本书案例思考：
积极的心态让自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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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华菱集团对企业改革的要求，深

入推进公司改革，改进机制、提升效益、促进发展，涟钢成立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涟钢改革实施方案的设计、协调、推

进等工作。

近日，涟钢下发《关于成立公司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

工作机构的通知》，成立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并明确了领导小组的职责。领导小组负责传达

贯彻中央、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华菱集团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相关精神和要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华菱

集团关于国企重大改革政策、措施；负责涟钢改革方案的设计、

审定和实施；统筹协调、研究处理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改

革问题；负责公司重大改革事项与上级组织、政府有关部门的

沟通、汇报。

涟钢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公司改革办），负责小

组日常工作。涟钢改革办将抽调精干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并将

根据需要，下设若干专业小组。 文/张忭

4 月 25 日下午，VAMA 镀锌线全线穿带成
功。作为镀锌线建设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此

举标志着镀锌线完成了全线单机检测，开始进

入冷调阶段，为 6 月 15 日投产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镀锌线是 VAMA 的主要生产线之一，从 3
月份进入设备单机调试阶段以来，在外方专家

的指导下，各环节的调试都严格按照计划稳步

推进。

4 月 21 日，镀锌线入口活套开始穿带。现
场的设备调试人员对除加热炉外所有的传动

系统、控制系统和传感装置进行全线联动调试

检测。通过认真观察板卷穿带过程，对每一个

环节仔细调试，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一周内，

上千米长的板卷顺利到达并通过出口活套，镀

锌线全线贯通成功。

按期完成全线穿带为镀锌线联动试车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为今后的热负荷试车奠定了基

础。按照计划安排，下一步镀锌线将全面进行

设备问题、隐患的整改，5 月份开始热负荷试
车，确保 6月 15 日投产目标的实现。

文/陈岗 严安

为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管控

水平，为产品转型升级提供技术

支持，从 3 月份开始，涟钢质量
管理部先后组织各单位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AM 专家、北科大教
授、Parsytec 专家等国内外知名
学者应邀授课，内容涉及铁前以

及钢后各个工序。

本次培训参培人员 200 余人
次，分 6 次完成。参培人员对公
司的产品质量控制、检测、持续

改进提出合理化建议 11 条，提
出了各个工序、岗位关注的重点

问题。

在此基础上，质量管理部还

将通过调研、讨论等手段，搜集

各方面的质量建议和需求，结合

实际组织培训。

文/徐祖宏 余岸辉 周伟芳

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涟钢深化改革迈出第一步

进入全线联动冷调阶段

全 面 提 升
质量管控水平
主办质量管理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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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涟钢棒带材厂棒二生产线上，一
支红钢坯被切分成 5 支矣12 的螺纹钢，飞快地穿过水珠微扬的冷却
水管，激起一团水雾升上空中后，欢快地奔上宽敞的冷床。至此，棒

带材厂棒二线五切分新工艺试轧获得成功。

棒带材厂棒二线矣12 四切分平均日产 2300 吨，每月按计划生产
矣12，须花 6-7 天以上的时间，是制约产能持续提高的瓶颈。棒带材厂
领导班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决定自主开发 矣12
五切分技术，提高公司小规格螺纹钢筋的自产比例及盈利能力。项

目确定后，该厂技术人员加班加点，1 个月内完成了基础调研、孔型
系统开发，导卫选型及参数的确定，以及导卫等所需设备的采购。同

时，该厂还开办了五切分技术培训班。

4 月 26 日，乙作业区职工逐架调试轧机、试小样、核实，取得各
种数据，尽管第一、二支钢都因料型的问题，没有取得成功，但他们

获得了宝贵的数据和调试样棒。当天下午 4 点钟，中班丙作业区职
工在总结轧乙作业区的试轧经验后，再次将所有轧机精心调试一

遍，重点调试了预切分轧机，试轧一举成功。

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切分轧制工艺，五切分能大幅度增加产量，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届时棒二线 矣12 产能将提高 15%耀
20%。 文 /严安 图/谭金辉

涟钢日前与国内最大车轮钢圈厂家山东兴民钢圈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湖北咸宁分公司正式签订直供合

同，标志着涟钢车轮钢成功进入国内标杆企业，对企业

创效及品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属国内钢圈制造龙头

企业。其在建的下属湖北咸宁分公司今年底将正式投

产，具有 500 万套钢圈的年生产能力，钢板需求总量为
25 万吨左右。

去年下半年，销售部与市场部、技术中心多次前往

该公司走访洽谈，介绍涟钢车轮钢性能，了解对方产品

技术标准要求，并于当年 11 月份签订技术协议。今年 4
月初，正式与对方签订直供合同。4 月 18 日，首批两卷
LG380CL 车轮钢生产完毕，于月底发往该公司试用。

此前，涟钢车轮钢年产销量 3 万多吨，主要通过经
销商销售。“车轮钢能进入国内钢圈龙头企业，对提升涟

钢的产品形象和创效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销售部热

轧品种室汽车用钢业务员廖治国说。 文/陈小军

矣 12产能将提高 15%-20%

棒 材 五 切 分 试 轧 成 功

车轮钢直供国内
钢圈制造龙头企业

走访交流

3 月 31 日，中冶宝钢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青、

总经理高武久一行来涟钢走访交

流。涟钢领导颜建新、焦国华、周明

伟与客人就怎样利用中冶宝钢检

修力量，服务涟钢大型检修和加强

专业技术服务管理等问题达成了

共识。 文/严安

4 月 16 日下午，长沙、韶山海
关人员在长沙海关副关长熊松海

带领下来涟钢交流，希望为缓解企

业资金压力、提高资金运转率尽海

关之力。涟钢领导颜建新、焦国华、

谢集祥参加了交流，并希望两大海

关继续支持涟钢工作。文/肖根深

4 月 2 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环

资司循环经济利用处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在涟钢领导谢集祥陪同

下，参观能源中心，对涟钢循环经

济工作情况进行现场考察、调研。

文/段学军

4 月 16 日上午，山西焦煤集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根贵一行

11 人来涟钢走访，听取用户的意
见和建议。涟钢领导谢集祥及相关

人员与客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并介

绍了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情况，希望

加强合作，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文/汪灏

4 月 22 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一行人来涟钢，考察

了 2250 热轧板厂主轧生产线与横
切线、热处理生产线，并详细了解

了生产线的技术细节。对该厂的生

产模式及技术表示满意，并希望加

强合作，进一步开发出满足后期加

工需要的高强钢种。

文/陈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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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涟钢冷轧板厂年仅 31 岁的郑灵科担任了精整
作业区作业长。这一年，他只用 7 个月一举解决了困扰该厂 7
年的产能瓶颈，创效近 1 亿元。年底，被评为涟钢 2013 年度劳
动模范。

他总说自己很平凡，可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勇于担当、很

了不起的人。

分秒必争破解产能瓶颈

精整线被誉为冷轧产品的“美容师”，罩式炉是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设备，但是从 2006 年 2 月正式投产开始，生产一直
不顺，成了制约冷轧板厂整个产能释放的最大瓶颈，已困扰

了 7 年。
2012 年 12 月，厂领导权衡再三，将破解瓶颈的重任交给

了郑灵科。

这个瓶颈到底有多难？

罩式炉是非连续性生产设备，总共有 48 个炉子，相当于
48 条生产线，精整职工形象地称它们为 48 个“煮饭锅”，已
经运行了 9 年，严重老化。32个加热道，每个加热道上还有 12
个烧嘴，24 个阀门，只要一个地方出问题，在钢卷退火中，都
会引起熄火，影响产量。

负责加热炉的技术员蒋东形容：“在这里，一滴水，一滴

油，到了钢卷上，就会造成降等，成为次品”。

罩式炉就在郑灵科办公室的下面，上下楼梯是 21 步。在
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他记不清每天走了多少回楼梯。当别人

下班回了家，他却还在现场观察、思考、计算。回到家，他还是

在思考，在计算。自从来到精整作业区后，他起床的时间又提

前了。天天穿一套工作服，安全帽和摩托车钥匙就放在家门

边，随时拿起就可以骑车走人。

同在冷轧板厂上班的老婆尽管很理解，很支持，但一谈到

孩子，也免不了埋怨他：“我经常给他说，你每天很早就出去

了，小孩子都还没起床，晚上也要好晚才回来，小孩都睡了。

小孩出生以来，没带出去玩过几次。那你什么时候能抽点时间

去带小孩玩一下？”为了照顾小孩，郑灵科把父母从湖北农村

老家接到了涟钢。

郑灵科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展开攻关。

首先从提高钢卷入炉出炉时间开始。组织罩式炉装炉出

炉劳动竞赛，同时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考核指标，将设备维护与

生产捆绑在一起，考核出炉入炉时间精确到了秒。制度一出

台，班员涌进办公室和他不停地争吵，有的还和他红过脸，甚

至拍过桌子，当最后他把观察到的数据摆在他们面前时，没有

人不心服口服。

经过半年多的摸索，罩式炉装出炉间歇时间从年初的平

均 80 分钟/炉，降低到了平均 60 分钟 /炉，一下加快了 20 分
钟，产能迅速提高。

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2013 年，除了质量、产量，成本是始终压在郑灵科心头的
一块巨石。

作业区连续几年降成本，潜力越来越少。而冷轧板厂在年

初给他的指标，经过初步核算分解，每个月就要降成本 10 万
元，如同在一块干毛巾上要拧出水来。

郑灵科没有退缩，毅然带领员工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他

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以数据来说话。

技术员唐春龙讲了一件往事：有一次，郑灵科要了解重卷

涂油机的情况。唐春龙把涂油量设计是多少，每个月实际是多

少，都一一报告给了他。可郑灵科要求有每天的实际消耗量记

录，最后还找来了设备图纸，带着他到现场连续几天去核实。

在精整作业区，钢卷入炉出炉要用多长时间，在过去大家

都不太关心。郑灵科当作业长后，要求在记录单上要把时间精

确到秒。设备点检和维护班班长刘卫平为此和他争吵过不少。

但他从心底里还是很他他。

“他是一个做事很严谨的一个人。通过实时记录，分析数

据，确实能找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更能说服人。”刘卫平说。

正因为平时的精细严谨，郑灵科对平整机经过记录后，他

决定对该机的剪切甩尾大胆进行改造，由出口改为入口。没想

到，技术员、操作员都一致反对。因为改造时，不仅要改参数，

还要改操作模式。不仅精细操作要求的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

一旦出问题，维护反应的速度以秒计算，难度很大。

而郑灵科很“固执已见”。在讨论会上，他拿出了半年多的

现场观察数据，说出了一个详实而有操作性的方案，并坚定地

表态“出了问题由他一人承担”。他的精细、自信、担当，最终说

服了大家。

改造后，平整机剪切甩尾少剪废 10 米，一个月就降低成
本 21 万元，一年就是 240 多万元。

人生是一种担当。敢于担当的人，一定能创造人生的精

彩。

2013 年，郑灵科带领精整作业区员工，将全年成材率提高
了 0.3%左右，达到 97.47%，超年度目标 0.17%。整个冷轧板
厂品种钢创效达到 1.6 个亿，而该区差不多占了一个亿！今
天，东风小康、长丰猎豹、广州福迪、柳州五菱、比亚迪，一些国

内知名的汽车制造厂家都用上了他们的产品。

冷轧板厂党委书记刘玉成评价他：“是一个能力很强，能

担当又谦恭的人”。

在下属蒋东眼里，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一刻都不愿意

浪费时间。

几年来，他赢得了员工对他的敬佩。如今在作业区的微信

群上，职工们不管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哪怕是很小的事都向

他说。因为他们信任他。他也时刻去倾听，千方百计满足他们

的愿望。

“遇到问题，我会尽可能地去想解决办法。想不到，那是因

为我的能力和智慧有问题;想到了没做到，那是失职 ! ”郑灵科
说。 文/金明星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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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痴”彭坚定

彭坚定是涟钢文联邮协秘书长。从 1980 年开始，集邮就成
为他的主要爱好和业余活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达到了痴迷

的程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开始订阅《集邮》、《中国集邮报》等报

刊杂志和集邮书籍，不断充实邮识。2002 年,彭坚定看到一篇介
绍 1997 年贺年有奖改值明信片的文章时，深感改值片的意义重
大，如果不着手收集，有些可能会失传，他连生活费都不预留，

毅然花了几千元买下几千片。目前，他在普通型的收藏方面，已

在全国百多位收藏研究者中位列前几位。

2009 年世界邮展在洛阳举行，他独自一人前往观展，每天
都在集邮展厅中观摩和鉴赏，集邮知识和组编邮集的水平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

彭坚定是不折不扣的“邮痴”，但他对邮品的爱并不是单纯

占有。无论多么珍贵的邮票，只要邮友有求，他总是割爱成全。

如此，成就了邮坛几多佳话，也与天南地北的众多邮友结下了

深厚友谊。

2013 年 12 月 26日，是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彭坚定
和邮友邓斌不顾天寒，在 12 月 25 日晚乘火车到韶山，挤巴士第
一时间赶到故居东门的邮政所，为的就是盖戳。当时的场面很

是壮观，全国各地的邮友多达数十人，大家通宵达旦地盖戳。密

密麻麻、成堆成捆的手绘封、片，摆满了工作台。彭坚定和邓斌

买回信封邮票后，两人分工合作，一个人写一个人贴票 ,整整忙
了几个小时。

为了集邮，彭坚定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从银行转到了邮市。

有一次妻子给他买大衣的钱，也被他偷偷投进了邮市。妻子知

道后和他吵了一架，后来看他这么痴迷于集邮，并没有别的不

良嗜好，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支持他了。

在邮协主席陈森林和老彭的带领下，涟钢集邮协会的工作

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2012 年，涟钢集邮协会荣获“全国
先进集邮组织”称号；2013 年，又获“省先进集邮基层协会”称
号。 文/黄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当科学家、当医生等等。在涟钢双

菱大厦做保安的高新河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作

家。他一直在努力。

高新河是娄底市保安公司的一名普通保安。从 2003 年到
现在，他一直干的是保安工作。

高新河的作家梦是在童话中起飞的。小时候看的童话书

《皮皮鲁与鲁西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他现在

还记忆犹新。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 1996 年，当时在《索桥》和
《涟钢报》老师们的指点和帮助下，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并于 2002 年如愿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成为当时涟钢省作
协会员里最年轻的一员。至今，高新河在《中国保安》、《湖南文

学》、《作家天地》、《铁流》、《娄底日报》、《脊梁》等报刊杂志上

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

高新河在平凡的保安岗位上认认真真工作，连续多年被评

为所在保安公司的先进个人。生活中他积极向上，坚持文学创

作，赢得了同事和家人的好评。

在涟钢大学生公寓门卫班担任班长期间，高新河结识了很

多大学毕业生朋友，高新河经常与他们探讨文学。涟钢公司办

职工周义江与高新河交往多年，当年他住在大学生公寓时期，

高新河对他们这些青年大学毕业生的生活与文学创作给予了

很多帮助。

“他有一篇作品叫《怀念大海》，讲述的是作者当年南下创

业的一种艰辛，寓意创业要有涉深水的精神。由此我想到了我

们涟钢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也需要这种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深水的精神。”周义江对高新河的作品体会很深。

高新河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富足，但他热爱生活，小家庭打

理得温馨和睦。业余时间，他始终坚持看书学习，坚持文学创作。

“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干什么，总要有一种追求、一种精神，

我在文学追求的道路上获得了很多快乐。”高新河说。

文/陈小军

执
着
打
开
书
法
艺
术
空
间

书法是一种心灵艺术，能丰富人

生。在旁山冲有这样一个热爱书法的

老人，她每天坚持练习书法，特别擅长

小楷，她对书法的爱好、勤奋、执着，甚

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她就是今年 71
岁的退休职工简豫。

走进简豫的家，正碰见她在练习小

楷，认真的样子就像小学生做作业。

在朝阳楼老年书画活动室，简豫拿

来了很多以前所写的书法作品。她的

小楷写得轻松自在、古意盎然。作品中

的笔划灵动舒展，结构顾盼生姿，墨色

变化自然，给人美的感受。

涟钢老年书画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简豫是湖南书法

家协会会员，获得过全国书法大赛奖。她的小楷写得很好，

与她放弃写草书、10 余年执着于小楷有很大关系。
“要写好小楷，执笔与运腕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执笔

不可太紧，亦不可太松，这样才能使笔力得到充分的发

挥”。简豫指着她过 70 岁生日当天所写的一本册页开心地
说。 文/段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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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山小区 603 栋，有这样一位爱好剪纸的老人。平时，他
用自己的双手，潜心创作一些风格各异的剪纸作品，送给街坊邻

里。他就是涟钢退休职工，今年 63岁的杨兴腾。
走进杨老的家，只见他正忙着为一位要好的朋友搬家剪着

窗花。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在老人手中轻轻转动，不到一会，一

幅精美的“年年有余”在老人手中展现出来。

“1982年开始，为了自己结婚布置新房就学会了剪窗花。”杨
老很开心地告诉记者。

杨老对传统剪纸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退休后，他在涟钢老

年大学开设了剪纸班，招收了 20多名学生。两年多的时间里，不

仅使大家学会了剪纸，也提高了自己的剪纸水平。过去，他剪的

都是一些老式花样，像“聚宝盆”、“喜上梅梢”等。现在随着时代

的进步，窗花的主题也有了变化。老人一边摆弄那些窗花，一边

向记者介绍，一幅幅精美的窗花，映红了老人的笑脸。

剪纸看着容易，学好却需要技巧和功夫。如今，想学剪纸这

门传统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老人心底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

这门手艺代代传承下去，让剪纸的魅力继续绽放异彩。

在朝阳退休管区主任刘少光看来，杨兴腾在剪纸艺术上花

了不少心血，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榜样。

文/段学军 陈柯

4 月 24 日，中国《书
法报》传来好消息，涟钢

职工文开宁多种篆刻作

品入围书法篆刻大赛，他

创作的作品“是诸法空

相”还被中国篆刻博物馆

收藏。

文开宁是涟钢双菱实

业公司职工，工作之余从

事篆刻 24年，其作品先后
7次入围全国书画展。
文开宁从 1989 年开始研习篆刻，先后投师多位名家。20 多年的

奋斗，文开宁在篆刻上小有成就，并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

文开宁热爱篆刻，每天下班回家，静下心来，他就会看一看篆刻方面

的书籍，研究一下石材的种类，然后用篆刻的形式表现中国古老文字的

美，感到心灵上异常充实。

由于妻子在长沙工作，小孩也在长沙读书，文开宁一个人在家，

和他作伴的除了一缸金鱼和窗外的一巢鸟，就是篆刻。

“篆刻要注意文字的书写流畅，书法美、文字美、建筑美、金石美相

结合，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成功。”文开宁对篆刻艺术有独到的理解。

平时，书法艺术爱好者们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一起到文开宁家

切磋技艺，乐此不疲。现在文开宁还有一个奋斗目标，他准备立足岗

位，用手中的篆刻刀展示涟钢的美。 文/肖根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