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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工作的地方，人们常常互相赞

赏吗？

在工作中，你真的感觉自己受到赏

视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你一定

干劲十足。但有很多时候，你真诚地发

出赞赏，对方却好像完全“不领情”。问

题出在表达方式上：你没有用对赞赏的

语言。

本书将有效地帮助你：

不高昂花费，就真诚地鼓励同事、

激励员工

提高员工对机构的忠诚度

减少消极情绪，创造更积极的工作

环境

养成赞赏习惯，对最难相处的人也

能称赞到他心坎

用对赞语，感谢和激励方式不再千

篇一律

学会把赞赏送入人心，让同伴更明

确自己的价值和贡献，让团队更融洽、

更团结、工作更高效

内容介绍

为什么“谢谢”毫无意义

有人认为，表达对团队成员的赏识和

感谢毫不困难，直截了当说出来就行了。很

多情况下的确如此。然而，通过赏识和感谢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就没这么简单了。你需

要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研究表明，认可和赏识只有在一

对一交流中才有效。那种对团队全体成员

泛泛说的“谢谢”，跟没说一样，不但起不到

激励作用，甚至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造成

负面情绪。人们希望得到真诚的赞赏，而不

是一句场面话。难怪有些人会怀疑自己领

导的话言不由衷。

其次，赞赏要合对方的心意，否则就没

有什么意义。这体现在赞赏激励方式的个

性化上。就如同每个人在家都有主要的爱

之语一样，每个人在工作场合也有主要的

赞赏语言。

我们为每一种赞赏语言提供了相应的

“行为方式”，帮助团队领袖有效地表达对

大家的赞赏。“经理们要想具备卓越的管理

才能，让员工更有干劲，更充分地发挥其特

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若缺少这个因

素，经理们别想成功。这个必不可少的因要

素就是注重每个下属的独特性。”我们非常

认同这个观点。

第三，当员工感觉不到赏识，情感上得

不到支持的时候，很容易崩溃。在经济不景

气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开始裁员，在职员工

也很少加薪或得到经济补偿。人们承担的

压力比以往更大，很容易感到失望、挫败，

对未来也更加没有安全感。

目前，有很多机构正在寻求在金钱以

外激励和回报员工的策略。只要积极地寻

找，找对赞赏员工的方式，企业文化氛围就

会改善，整个团队都会更享受自己的工作，

大家都能够在赞赏中获得满足。

介绍赞赏激励

语言的理念，以及在

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帮助读者识别，

哪些是自己的主要

赞赏语言，哪些是次

要赞赏语言，哪些对

自己毫无效果；

帮助你看到，在

不同的情景下赞赏

对人际关系的改善

效果；

教你如何在实

际生活中应用这些

赞赏语言。

谁适合读这本书

所有在职场中

想提升自己的人

直销团队、社会

团体、各组织机构

等中间承担协调、

管理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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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钢下半年工作

总体要求院改革创新袁
凝心聚力袁 建设汽车
板文化袁 推进低成本
战略落地袁 努力实现
下半年各项工作目

标袁 开创转型发展工
作新局面遥

涟钢下半年生产

经营目标院产钢 386.5
万吨尧铁 381.7 万吨尧
商 品 坯 材 373.6 万
吨遥 下半年实现钢铁
主业销售收入 128 亿
元袁 钢铁主业和集团
实业全面完成年度经

营目标遥

7月 12日上午，涟钢召开 2014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半年来生产经营工
作情况，明确下半年的工作思路与措施。会议要求，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稳产降本，提质增效，全力以

赴实现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加快推进涟钢的转型发展。

以汽车板文化倒逼产品质量整体提升

VAMA 的正式投产，为涟钢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
严峻挑战。基板质量适应 VAMA 要求，涟钢将与之比翼齐飞；不能
适应，涟钢将面临基板改判、质量追索、成本失控的困境。涟钢上

下正从观念、工艺、设备、操作等方面入手，加快 VAMA 基板质量
系统保障能力建设，在为 VAMA 尽快达产达效提供有力支撑的基
础上加速推进转型发展。

一是建立汽车板文化袁增强全员质量意识遥 汽车板文化的内
涵包括：提高职工素质，全员重视质量；精工细作、一丝不苟、严肃

认真的工作态度；遵从、敬畏规程制度，严把工序质量关。为此，涟

钢全力围绕 VAMA 基板生产，建立“零缺陷”工艺过程控制理念，
强化全流程 KPI 体系执行，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要求，快速建立
和完善满足 VAMA要求的生产、工艺技术及质量控制规范。切实
提高与 VAMA 荣辱与共的质量意识，充分认识到 VAMA 既是我们
的客户，更是我们的下道工序，把满足 VAMA 基板要求作为质量
管理工作的铁纪律和严要求，坚决杜绝习惯性违规违章行为。通

过全面打造精益求精的汽车板文化，并在基层真正落地生根，增

强公司全体职工加速质量提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系统解决当前 VAMA 基板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袁全力助
推 VAMA 向高端汽车板市场进军遥严格执行 VAMA 基板的生产技
术规范，优化生产工艺和订单组织，降低VAMA 基板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针对液面波动大、表面夹杂等问题加大攻关力度，制

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及时改进，提高板坯实物质量。加强 VAMA
基板的检查判定，快速解决基板边部起皮、浪形、氧化物压入等质

量缺陷，确保全年 36 万吨优质 VAMA 基板顺利生产和及时交货。
开展前瞻性研究，积极应对下一步更高规格产品可能出现的新问

题，持续改进 VAMA 基板质量控制流程和技术支撑体系，大力推
广成功经验，促进涟钢整体产品质量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推进营销模式转型 提升市场创效能力

一是紧跟市场形势袁适当提升娄邵尧怀化尧湘西尧贵州等高价
区域螺纹钢销量袁缩减衡阳尧桂林等低价地市销量袁规避长株潭等
中心区域的同业竞争曰进一步扩大湖南尧广东尧广西等区域热轧普

稳产降本 提质增效
坚定不移实现下半年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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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周六，抽 100 分钟时间开好下半年度工作会议，涟钢将
精力聚焦于问题解决，还时间于基层。会风的转变，来自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湖南日报》、红网、网易、中国钢铁新闻

网等十余家媒体关注并报道了这一消息。

涟钢 2014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于 7 月 12 日召开。工作会议总
结反思过去半年，安排布置下个半年，是坚持了数十年的传统，

也是一年中涟钢最重要的会议。过去，会议多则要两天，少说也

要一天。

非开不可的会，加上一些不开也可的会、可长可短的会、议而

不决的会，在干部职工心中形成了“文山会海”的印象。有管理人

员算时间账：按 2小时解决一个问题计，一个月少开 12 个小时
的会，就能多解决 6 个问题。一些基层职工不满意：难得见到领
导的面，因为领导在开会！

坚持问题导向，跳出“文山会海”。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涟钢将改变会风放在首位，实施 12 个立行立改项目，个
个都按要求严格落实。3个月以来，公司级例会数量下降 27.3%，
业务招待费较上年同期下降 34%，公费出国费用下降 69%。同时，
各单位实施整改项目 755 个，已整改到位 360余个。

这次年中工作会议的变化，上千名与会人员体会很深：会场

外没挂宣传横幅；会场内没摆鲜花；只开一次集中大会，再由各

单位自行组织讨论落实；100 分钟的会议，脱稿讲话就有约 40 分
钟，数据信手拈来，句句都是直面问题的实在话。

作风变，业绩新。在一季度大中型钢铁企业出现近 4 年来单
季度最大亏损的严峻形势下，涟钢紧紧依靠职工群众，上半年实

现整体盈利。下半年，涟钢力争实现钢铁主业和集团实业全面完

成年度经营目标。

板投放力度袁削减华东尧福建尧四川等区域销量遥 力争通过流向优
化，实现螺纹钢、热轧普板分别较预算增效 87 万元、1067 万元。
加快推进县级螺纹钢市场建设，抢抓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带来的市场机遇。把握当前国内钢材出口强劲增长势头，提高产

品出口业务量。

二是借鉴汽车板营销服务理念袁加快品种钢市场开拓袁下半
年完成 70.5 万吨品种钢销量袁 创效 1.66 亿元遥 成立由销售、市
场、技术人员为一体的营销团队，以工程机械、热轧汽车、耐酸耐

候用钢为重点，集中精力开发一批热轧品种钢标杆客户。

三是进一步加大长沙市场价格维护力度袁 力争螺纹钢价格较上半
年整体平均提升袁创效 1588万元曰热轧板价格提升创效 338万元遥

四是在完成当前销售创效目标的同时袁根据销售格局的变化
趋势袁积极思考袁逐步推进营销体制创新遥 通过不断拓宽直供客
户渠道，加强现代营销模式的合理应用，对现有经销商客户进行

有效筛选，有机衔接，合理布局，构建与涟钢品种结构、地域特色

相适应的营销模式。

2天的工作会 100分钟搞定，40分钟脱稿讲问题
十余家媒体关注涟钢立行立改跳出“文山会海”：

总经理颜建新作工作报告 党委书记汪俊主持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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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带来了更为繁密的机器轰鸣。当初回

响于厂房“叮叮当当”的锤击声渐渐逝去，一同打闹的师兄师弟也各

自散去，留下陈文斌静静磨锉的声音———一下、两下……

“钳工这活，还是要静得下心来想，来做。”陈文斌深深吐了口

烟，烟雾弥散在工作台那四十多套钳工工具上，让这种最古老的金

属加工技术显得朦朦胧胧，有些神秘。

一个问一个答袁技艺就这样传承了

19 岁那年，陈文斌夹着工帽，穿着肥大的工作服，与另外两个师
兄弟站在了师傅何明星的面前。那时涟钢的生产工艺还没有全面革

新，绝大部分机器及模具都靠钳工检修、制作。锉、锯、钻成了他们的

家常便饭，只是每做一个模具，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可这种活又是现

代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此时的钳工技能传承就显得格外重要。

钳工就是个技能活，熟能生巧。“但要做得更快、更好，靠的就是

多问、多想。”这种思维，是何明星第一次见到陈文斌时说的开场白，

“做钳工，我们不仅仅是负责把东西修好就完了，你们要想想它们为

什么会坏，怎么修可以更耐用，怎么用可以更方便。遇到问题，自己

要多想办法。”

实际上，陈文斌本身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平时和同事相处

都属于“闷葫芦”型，更难得贴着师傅说太多奉承话。

可能是“手艺人”之间总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默契，一个愿问，另

一个更愿意去帮着一起推敲，“这个孔怎么钻，钻在哪……”问题解

决，相互一笑，技艺就在这种交流中传承了下去。

好的钳工，误差不到 0.03 毫米

手工的精度袁是机器赶不上的

跟陈文斌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是个“闷葫芦”。他很少说

话，眼睛一眨一眨的，时不时摸摸溜光的前额。但只要一提到

钳工技术，这个“闷葫芦”话就多了。

“以前的活都是慢工出细活，现在工厂都要讲效率，以前

那套方法也得跟上。怎么能把钳工活做得更细腻，更多要靠

脑子去想。”

陈文斌拿起工作台上的两根梅花钻，“这里一根是钳工平

时用的普通钻头，另一根是我自己加工的。”

他解释道，普通钻头的顶部有些平，虽然好用，但有时会

跑偏；而他自己加工的钻头却是“尖头、凹弧”。“这样的钻头

对孔心的固定更稳，打孔的精度会更好一些。”

“钳工活最难的就是精细加工，尺寸大了不行，小了也可

能影响产品质量。比如打个孔，好的钳工在尺寸上的误差一

般也就 0.02-0.03 毫米。这样的精度是机器都赶不上的。只
是，这样的高数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而在于沉得下

心来练。”

在陈文斌的工作台上，整齐地放着四十多套钳工工具，除

开各种锉刀、扳手不说，光是精度测量工具就有十来把。

“如果单纯是现在干活，倒用不了这么多工具，但如果想

做出一个好模具，这些东西可少不了。”更多情况下，“陈文斌

技能大师工作室”里的东西成了他自我修炼或培训学员最好

的教具。

以换代修袁钳工工艺创新慢了下来

大型机器化的蔓延，钳工的职责也在悄然变化。

以前的机器坏了，钳工是机械维修的主力；现在的机器哪

里坏了，找到原因，直接换上个新的。活还是钳工的活，味儿

却总不是那个味儿。追求效益和效率的前提

下，让“慢工出细活”的钳工们也开始

浮躁起来。

陈文斌指着工作台上一台被换下来的油泵，“这个是前段

时间刚被拆下来的，有些漏油。问题其实很简单，一定是里面

的油封密封不够好。东西交给他们（徒弟）去修，等再装上，却

发现抽不上油了。”

“钳工就是要把技能练好，多看，多想……我当时把这个

油泵拆开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原来是里面的一个零件装反了。

就因为这个问题，油泵才会被越修越坏。”

如今，陈文斌的徒弟也有好几个，虽说他自己觉得“大家

都还比较努力”，但要说真有谁能超过他的，估计他自己也说

不出来。

缝隙标准 0.02-0.03 毫米
陈文斌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钳工的四项

工艺：锉削加工、锯割加工、孔加工、精度加工。陈文斌笑道：

“这是我们钳工最基本的几个技能，把它们学好几乎什么都能

做了。”

再三考虑之后，记者决定跟陈师傅学“锉”。

陈师傅将一块成品模具夹在钳台上，看似很随意地在一

个面上锉了七八下。

记者有意观察了一下陈师傅“随意锉了几下的模具”，摸

上去较为平滑，用专业工具测量，无论是面的水平度还是透光

度都是极高水准。

记者接过师傅递过来的锉刀，跟着师傅的口令一点点摆

好架势，继而“开锉”。十几刀下来，记者自我感觉已经非常糟

糕，感觉有好几下明显歪掉，即使陈师傅在一旁不断地修正姿

势、重申要领。

结果是无需验证就可以猜到的。记者用工具测量了一下：

水平尺的一端已经无法与模具紧密贴合，一丝灯光从缝隙中

透过来。

“这个缝隙差不多有 0.8 毫米，一般我们的要求是正负不
能超过 0.02 到 0.03 毫米。”师傅的话，显然给记者打了一个
“不及格”。

7 月 30-31 日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四届
八次常务理事渊扩大冤会议暨劳模表彰大会
在北京召开袁 涟钢冷轧板厂职工陈文斌被
授予野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冶称号遥

最近，湖南省知名媒体《潇湘晨报》记者走进涟钢，对涟钢首席技师陈文斌进行专题报道。从普通钳工，到涟钢

首席技师，再到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陈文斌的成长，离不开师傅对他的培养，也承载了他对后来者的言传身教。

时光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记住了这样一个事实：传技授德，薪火绵延，中国钢铁工业才创造了辉煌。

本文来自《潇湘晨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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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高温季节袁涟钢的工人们战高温袁斗酷暑袁坚守在岗位上遥 涟钢心系职工群众袁坚持群众路线袁为高温作业岗位发
放防暑降温药品袁并从今年起为部分高温作业岗位发放高温津贴袁预计每年约支出 575万元遥 图 /孙远平 谭金辉 朱礼义

银能源
中心发电三车

间 3#燃机从 7
月 7日开始大
修袁 检修人员
冒着烈日袁正
按节点计划稳

步推进遥

棒带材厂大换辊中袁大家各就各位袁严格标准化作业

挥汗如雨更换轧机

机关工作人员现场野送清凉冶

在 210转炉厂炼钢平台上袁背靠着灼
热的转炉袁员工们正有条不紊地组织炼钢遥

在 2250热轧板厂袁 工作人员正在轧
机旁指挥行车吊运遥红彤彤的热轧板不断快
速穿过遥

炼铁厂 8#高炉平台上袁员工们在上千
度高温的铁水旁聚精会神地工作着遥

调车员攀爬被晒得滚烫的车皮遥

银利用 6#高炉临时休风的机会袁 网络
通讯技术员们冒着高温对高炉炉内红外摄

像仪进行整改调试遥

涟钢人迎战“桑拿天”

认真调整轧机轧辊

安装轧辊

涟水河 畔6 2014年 7月 30日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的“高歌猛进”，进入了中

速增长区间。而与之相伴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利润增速也会

放慢。那么，钢铁企业该如何适应“新常态”的发展趋势？针对该问

题，《中国冶金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华菱集团董事长曹慧泉。

曹慧泉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对于钢铁企业来说

是一个机遇。华菱集团作为湖南省国企改革的重点推进单位，将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轮改革，找准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突出

问题，倒逼改革任务和战略方案的设计，并通过改革实现股权多

元化、机制市场化、团队职业化、利益一体化。”“新常态”下的改

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他认为，政府应当坚持提高环保、能源消耗、资源使用、劳动保

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门槛，严格执法，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

环境，用市场机制实现压缩钢铁企业过剩产能、淘汰落后。而作为

一个有责任的大型钢铁企业，在抓好经营的同时，应该争取走出

来，率先成为重化工业消除过剩产能、实现结构调整的榜样。

那么，“新常态”下行业的转型发展之路该如何走？对此，曹慧

泉表示：“‘新常态’将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化解产能

过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制造业来说，重点是向自主高端制

造业发展，这意味着钢铁行业的下游客户的需求会升级，这对生

产中高端钢铁产品的企业而言应该是个机会。钢铁行业自身必须

加快产业升级，加快技术创新，挖掘和满足下游客户的有效需

求。”

据曹慧泉介绍，目前，华菱正在以 IPD（集成产品开发）项目
为载体，深入构建“销研产”一体化攻关体系。坚持“销研产”一体

化项目制，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改进产品质量与工作质量，优化工

艺，强化技术改进，找准中高端用钢盈利市场的突破口，提升品质

品牌，推动产品向高端调整。今年前 5 个月，华菱开发的新产品累
计创效 4735 万元，重点品种钢累计创效 13562 万元，质量创效
1398 万元。
“钢铁企业还应该关注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曹慧泉表示，

要以市场需求、国家政策为导向，依托钢铁主业，整合、盘活存量资

产和资源，培育优势产业。“要按照延长产业链、走出钢铁主业、走进

社会市场的思路，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如钢材深加工、仓储物流、贸

易、资源、节能环保等产业进行布局。提升钢铁企业错周期抵御风险

的能力，推动钢铁企业从单一的制造型企业向综合性的服务型企业

转变。”

涟钢加强顶层设计，通过主动调整、自上而下、层层带动的方

式，深化“劳动、人事、工资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网络调查问卷表

明，近九成干部职工支持企业改革改制。

高层示范 层层带动

统计表明，当前与 2012 年初比，在岗人员（含外协工）由 1.84
万人，减至不足 1.64 万人，净减 2000 余人。其中，机关管理和技
术类人员减员 240 余人，减员比例 6.9%，一线操作人员减员 820
余人，减员比例 6.7%，外协工减少上千人，减员比例近 40%。

两三位公司领导共配一名秘书，中管人员减少 20 余人，减员
比例上机关管理和技术类人员多于一线操作人员，显示出领导和

两级机关干部带头改革的决心。在上千名外协工退出后，接受干

部职工对“穷人请保姆”的调侃式批评，由在岗人员保质保量承担

起他们的工作。涟钢在改革中推动企业发展，切实维护包括离退

休、内退职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也有效地打消了少数

人对改革的顾虑。

网络问计 引发关注

利用新媒体，进一步摸清干部职工对改革等各项工作的看

法，7 月 21 日上午 10 点，涟钢内部网站“员工投票”一栏正式开

通上线。

此次调查中，主要内容涉及涟钢生产经营、改革改制与干部

作风。至 7 月 28 日 10:30，共有 4509 人参与问卷调查。对涟钢生
产经营，86%以上的干部职工认为“有进步，但还是暴露出很多问
题”。对涟钢改革改制，89.69%的干部职工投了支持票。

统一思想 继续推进

回应职工群众的关切，涟钢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继

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以切实增强干部动力，充分激发全员活力，

尽快收获观念转变、体制变革、机制创新带来的“改革红利”。

三项制度改革如何落地？涟钢给出的答案是：在 2014 年下半
年，着力改进干部考察模式，优化选人用人标准；完善全员绩效考

核机制，加快推进人力资源优化，创造条件促进员工内部流动。这

一点，吻合华菱集团“找准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突出问题，倒逼

改革任务和战略方案设计”的改革思路，符合干部职工对改革的

心理预期。

网络调查问卷中，84.7%的干部职工在评价自己的岗位工作
时，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深化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由此可见

一斑。

涟钢自上而下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网络调查表明：近九成干部职工支持改革改制

以改革创新迎接“新常态”
叶中国冶金报曳记者访华菱集团董事长曹慧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