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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常易，华章日新。我们告别
了艰难的 2021 年，迎来了充满希望、
奋发进取的 2022 年。在此，
向在过去
一年来为公司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
的全体员工和员工家属，对支持龙城
发展的各级领导、
合作伙伴及社会各
界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最
诚挚的新春问候！
2021 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我
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
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回顾这一年，
汽车市场总体稳定，产销同比上涨
5.4%，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如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货运成本
的激增以及限电政策等。艰难方显勇
毅，
磨砺始得玉成。面对种种困难，
龙
城人通过开拓市场、加快技术创新、
推行自动化产线、提升内部质量、
深

化全面质量管理、推进精益改善、
加 源汽车领域以及医疗器械领域。同 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继续奋
大信息化步伐等举措，全面提升管理 时，积极开发新客户群体，进一步拓 斗，勇往直前，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
水平。
宽销售渠道。在龙城电装板块，以无 逆风里把握方向，创造更加灿烂的辉
刷电机为载体的冷却风扇连续 2 年 煌。
获得丰田商标授权，同时还获得江苏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
2021 省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健康，
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年 4 月，公司更名为江苏龙城精锻集
团有限公司，至此我们形成了以龙城
各条
精锻为母公司，
5 家全资子公司多点
布局的新局面，继续立足于锻造领 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生产效率大有
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持续深入，精益
域，发挥自身优势。
改善稳步推进，信息化步伐不断加
大，环保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在全
2021 年，通过各条线的不懈努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荣获 2021 年
力，龙城精锻整体销售与 2020 年持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新春之始瞻望未来，使命在肩雄
平，主营产品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全
年生产 6090 万件，不锈钢油轨、共轨 关如铁。2022 年是充满机遇和希望
等新产品持续发力，
并逐步进入新能 的一年，我们必须以“万众一心加油
2022 年 1 月 1 日

12 月 17 日上午，武进区委副书
记、
代区长恽淇丞一行莅临龙城精锻
集团调研产业数字化相关工作，江苏
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俊
陪同接待。
在公司展厅，恽区长详细了解公
司的发展历程、产品情况、销售市场
等，并听取了公司关于信息化、智能
化方面工作的汇报。公司副总裁徐俊
及信息总监崔磊详细介绍了公司近
年来在信息化方面的投入情况及公
司整体的运行情况。恽区长对龙城充
分利用大数据的做法给与肯定，并指

出信息化、智能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经
之路，龙城精锻走在了行业前列。
近年来龙城精锻不断加大投入，
并基于汽车零部件近净成形工业互
联网工厂，围绕设备、
系统和数据，纵
向集成物理信息系统，横向贯通全部
业务过程，致力完善全流程、全生命
周期闭环管理体系，继续探索绿色智
能
“双转型”
，成为江苏省首批工业互
联网发展示范标杆工厂。

12 月 17 日，第二届江苏质量大
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许昆林，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
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出席并讲话，副省
长胡广杰主持会议，江苏龙城精锻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庄明受邀出席会议。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
领导下，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
关心支持下，江苏不断夯实质量发展
基础，推动质量品牌提升，强化质量
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会上，宣读了江苏省获得第四届中国
本报通讯员：
潘筱 质量奖及提名奖的组织名单，颁发了
2021 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和提名奖，
发布了第二批“江苏精品”认证获证
企业名单。

近日，
《中国汽车报》公示第十八届全国百家
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名单，江苏龙城精锻集团
有限公司荣获优秀发动机配件供应商。
“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活动，作
为国内唯一针对汽车生产制造环节上的汽车零
部件 OEM 供应商的品牌活动，自 2003 年创办以
来，
已携手汽车零部件企业前行 18 年，该活动坚
守“选拔行业精英，树立行业典范”
、
“助力汽车强
国，推动中国智造”的宗旨，每年通过企业报名、
行业推荐，初评、复评、公示五个环节后，为行业
发布年度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最终
名单。
“第 18 届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启动报名开始，通过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自行申报，以及汽车行业组织机
构、专家学者、整车企业、专业媒体等推荐，历经
5 个多月，活动组委会对所有报名企业和推荐企
业进行资料收集、整理、筛选、初期考评，并从所
有报名企业筛选出满足条件的候选企业，听取行
业领导、专家学者、整车企业、主流媒体等意见，
最终从入围初评企业中提名，候选出 100 家企业
成为复评企业。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优秀发动
机配件供应商。我们将始终以
“锻造卓越产品，引
领行业发展”
为使命，以“诚信高效，专注创新，包
容共赢”为价值观，
深耕锻造领域，
实现新发展。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获
2021 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本报通讯员：潘筱
近年来，龙城精锻集团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把质量提升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形成强烈的“质量第一”意
识，
持续推进质量提升。
未来，龙城精锻集团将坚守“锻
锻造卓越产品尧引领行业发展
造卓越产品、引领行业发展”的使命，
以“成为全球信赖的精锻件零部件标 Create excellent forging parts, Lead
the devement of the industry
杆企业”为愿景，以此次获得省长质
量奖为新的起点，当好高质量发展的
践行者、推动者，为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贡献力量。

使 命

本报通讯员：
潘筱

愿 景

成为全球信赖的精锻件尧零部件标杆企业
To become a global reliable precision
forging parts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战略核心
科技创新尧精益求精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国际战略尧行业标杆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ndustry Benchmark

价值观
诚信高效
Integrity & efficiency
专注创新
concentration & innovation
包容共赢
inclusiveness & win-win
地址院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龙域西路 26 号

邮编院213164

电话院0519-68027800

传真院0519-89626713 邮箱院contact@longchengforging.com

纵横

龙城播报

Lecture on the advanced deeds of
12 月 7 日下午，为了进一步弘扬劳模工匠
精神,营造学习劳模、
崇尚工匠、争当先进的良好
氛围。在 103 会议组织开展了由武进国家高新区
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进企业”全国劳动模范
：
钎焊炉网袋快速裁剪改善
张永洁先进事迹宣讲会。武进国家高新区总工会
副主席吴允超、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作业优化，
高效降本
裁徐俊、工会主席时晓东，以及来自高新区重点
企业的工会主席、
职工代表 60 余人聆听宣讲。
精锻二车间
首先武进国家高新区总工会副主席吴允超
详细讲述什么是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钎焊炉网带裁剪成本较高
紧接着全国劳动模范张永洁同志讲述了劳
模工匠的内涵、工匠精神的理解及工匠精神的意
改善前钎焊炉每次裁剪都需停炉 义。然后围绕他个人的工作经历、
奋斗历程、成功
逐步降温，
需 20 小时，
再进行裁剪，
需 4 小时，
裁 经验及所取得的成绩和大家做了全面的分享交
剪完成后进行逐步升温，需 16 小时，全程需 40 流，用现身说法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充分展
小时，
需 5 个班组人员配合交接。
停炉
逐步降温
（20 小时）

裁剪
更换
（4 小时）

“model workers and craftsmen entering the
enterprise”

现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现场气氛热烈高涨，
劳 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模先进事迹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职工，赢得了大家
的赞许和热烈的掌声。
最后公司工会主席时晓东总结指出工匠精
神是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
中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不断自我超
越、
自我提升、
自我完善，
始终追求做更好的自己
时所表现出的工作态度、工作境界、工作习惯以
及整体工作精神面貌。号召全体职工向劳模学
习，发扬劳模精神，立足岗位，苦干实干，争创先
进。
通过此次宣讲会，广大职工感触良多，均表
示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体
会。公司工会在上级工会的大力支持下会进一步
宣传劳模、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关爱劳模、维护好

工 会 院冯
宁

开炉子
逐步升温
（16 小时）

“Wearing helmets and bright tails” in e-bike & work-related injury prevention and
safety guard action

改善后优化裁剪方式，使整个裁剪
过程缩短至一小时，由于能在一小时内完成裁
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交通安全意识，降低员
剪，裁剪时可以不停机便完成作业，取消降温及
工交通事故的风险，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联
升温这两个过程。
合南夏墅街道、武进区人社局、武进区交警大队
到公司为员工开展“电动车‘戴盔亮尾’
暨工伤预
取消
裁剪优化
无需
防安全守护行动”
。
降温
（1 小时）
升温
电动自行车因其轻便快捷和价格便宜的优
点，
已成为广大群众最普遍使用的短途出行交通
工具，
但同时也是道路上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里

最严重的车辆群体，
且因为车辆“肉包铁”的安全 让
“要求戴”
变成
“自觉戴”
。
缺陷及
“非机动车”
的路权限制，发生交通事故后
驾乘人员的伤亡率非常高，承担的事故责任也普
遍较高。
活动中，
员工们详细了解关于佩戴安全头盔
的相关事项，
并通过各类案例加强警醒。
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员工们“一盔一带”安
全保护意识，
积极佩戴安全头盔，
保障行车安全

安 全 环

境 部 院金
鑫

：
通过优化裁剪方式缩短裁剪时间，满足设备
无需停机的条件，进而取消降温升温环节，从而
节省大量人工、
各项能耗，
达到降本节支。

本报通讯员：
殷子阳

The 8th high-level visit in Longcheng forging
2021 年 12 月 24 日，由生产部推动的第 8
次高层访问会圆满结束，公司总裁庄明，生产总
监王燊，
质量总监徐佳玉莅临本次活动。
本次访问车间为机加工一车间与模具 车
间。访问开始，首先由机加一车间讲解员庄柯分
享他们的改善，
主要内容为：
改善前不二精机拉杆
为分体式，下半部分固定在底座内，更换时容易
发生下半部分掉落在底座内，不方便更换，需要
将整个底座拆除才可以完成；改善后将拉杆改
为整体式，更换时可以直接拆除，不需要再拆除
整个底座，从而节省换工装时间使更换过程更
加方便快捷，
提升换装效率。
改善前自
动线喷油嘴没有避开精锻顶料杆孔，会导致自
动线产品放歪，卡爪把产品夹歪、夹斜，导致产
品爪尖整废，每班报废数量 15-20 件产品；改善
后把喷油嘴孔下沉，下底座车孔，改善后爪尖整
废为 0，避免了产品放歪、夹歪、斜夹等问题导致
的报废，
减少浪费。
改善前
1501028100 铣半园槽原来是以爪尖定位，铣出
来的半圆槽位置度不稳定，有超差的，工艺要求
0.3mm，实际 0.1-1.0；改善后改成以两个爪侧对
称定位，改变爪尖定位方式，减少超差带来的质

量问题。
机加工一车间的参观结束，
模具车间讲解员
周斌接过指挥棒继续讲解：
改善前为原手动穿孔
机，操作复杂，需肉眼找孔位，需专门穿孔人员；
改善后增加新穿孔机设备，设备找正，无需人为
找孔位，
数控程序一步到位。
相比手动穿孔机，每
个模芯至少节省了 7 元，
还减少了一个专门穿孔
人员。
改善前模具侧面
孔是垂直孔，由于孔的深度达到 36mm，而用的铣
刀是 4 毫米刀，刀刃口只有 10mm 长，后面刀柄蹭
工件容易断刀，基本 1 个孔需要 1 把刀，刀具浪
费严重；改善后将模具侧面孔改成带锥形结构，
在铣加工的时候，
4mm 刀柄不会碰到孔的侧面，
减少刀具断刀现象发生，
降低刀具成本。
改善前新穿孔工装
需安装在平口钳上，浪费了一台加工中心平口
钳。
员工需要花时间调整位置；改善后：
从手动穿
孔工装改成了气动快速精准定位工装。
一步就可
以放到位置，此工装得到了穿孔人员的充分认
可。

本报通讯员：
殷子阳

One project w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日前，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的
《钢质冷挤压件 工艺规范（GB/T 35082-2018）
》
项目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此次
获奖，再次彰显了龙城精锻的科技创新实力，巩
固了企业品牌形象。
据悉，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是由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共同设
立的奖项，每年评审一次，主要奖励在机械工业
科技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为推动机械工业科
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或个人。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
奖”的优秀项目，可经有关单位向国家科学技术
奖评审部门推荐，作为候选项目。“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旨在贯彻落实好《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有关要求，并积极组织社会

力量支持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进一步调动机械
工业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使科技
更好地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加快高新技术和产品
的推广，
促进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与振兴。
一直以来，龙城精锻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
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实施技术研发
工作，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诸多
科技成果，
在提高我国金属精密成形行业核心竞
争力，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建设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未来，
龙城将继续聚焦于金属精密成
形技术领域，依托企业战略规划，拓宽企业产品
涉足领域，
致力打造中国民族品牌。

本报通讯员：孙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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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人才培养及梯队建设机
制，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人才储备及培养，建
立公司的蓝领人才梯队，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
人力支持及保障。在第二届蓝领员工两年任期
已满之际，
公司进一步强化蓝领竞争激励机制，
更新了蓝领选拔机制，采用分等级竞聘的方式
选拔第三届蓝领团队。2021 年 12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下午，
在公司 103 会议室成功开展了蓝

领等级竞聘会。
公司一直非常重视蓝领队伍的建设，此次
竞聘会也得到了公司领导们的大力支持，江苏
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俊亲临竞聘会
现场并担任评委组组长，
工会主席时晓东、人力
资源总监牛永康、财务总监杨毅、生产总监王
燊、质量总监徐佳玉、总工程师庄晓伟、党支部
副书记陈宇清担任评委。

The psychological care project for employees of“communicating
mind and growing together”ca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12 月 22 日下午，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
公司开展了主题为“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心
理讲座，旨在帮助父母培养孩子良好的核心发
展素养，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优化作
业习惯。此次讲座亦是“沟通心灵，共同成长”
心理关怀项目的最后一次讲座，意味着本年度
员工心理关怀项目圆满落下帷幕。
“沟通心灵，共同成长”心理关怀项目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启动以来，龙城精锻集团已
经开展了共计 5 次心理讲座，常州市张良（家
庭） 教育指导站的张良老师围绕压力管理、沟
通协调、家庭建设、亲子关系等主题，帮助员工
进一步夯实职业心理素养，增进家庭教育能
力。
在此次讲课过程中，张良老师更是提出要
平等对待孩子，关爱孩子，多支持，多鼓励。家
长应该充分尊重孩子，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
法；应该给予孩子成就感，让孩子自己制定目
标和奖惩规则。同时，家长更应该注重自我提
升，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家长和孩子共同进
步……
每次心理讲座结束后，员工们都意犹未
尽，课下仍积极向张良老师请教问题。据部分

员工反映，在参加过这 5 次系统的心理讲座之
后，他们掌握了许多教育孩子及沟通协调的方
法，通过这些方法的实际应用，他们收获颇丰，
并表示对个人心理素养提升、孩子教育等理念
有了新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作生活效率
和生活品质。
一直以来，龙城精锻集团都十分重视“员
工关怀”机制的完善和落实，定期举办各类心
理、教育类讲座，开展各类心理关怀活动，全方
位推进关怀工作已成为常态。今后，龙城精锻
集团将继续围绕职工心理健康需求，不断创新
心理辅导、心理解压的服务方式方法，为龙城
精锻集团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心”
动力。

竞聘会共分为 4 项议程，分别是工会主席
致辞、候选员工现场竞聘、蓝领颁奖、副总裁讲
话。现场竞聘中 30 名蓝领候选人员依次上台，
根据 PPT 内容，展示已取得的个人业绩和之后
的蓝领工作计划，
并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七位
评委现场打分。最终根据现场竞聘、技能考评、
360 度考评三项总分进行排名，择优录取，选拔
出第三届蓝领员工。竞聘会最后一项议程：
副总

裁徐俊作总结讲话，
对蓝领工作提出了要求，为
蓝领工作指明了方向。
随着竞聘会的圆满成功，本届蓝领选拔也
落下了帷幕，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一届蓝领队伍
的创新成果，
也祝愿他们硕果累累。

工会：
冯宁

Staff professionalism improve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eam building and expansion training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由公司工会、人
力资源部共同组织，武进职工服务中心提供的
“一流员工职业化素养提升、沟通与合作团队
建设拓展”
培训在公司 103 会议室开展，本次培
训近 50 名职工参加。
培训中杨老师以授课的形式从改变消极
负面的情绪，塑造健康、快乐、积极、阳光的工
作心态；转变工作观念，工作是为自己做，不
抱怨，拒绝借口；提升忠诚度，树立敬业、负责
的工作态度，提升团队执行力；帮助提升个人
修养与内涵等方面进行培训。胡老师以团建、
游戏互动的形式就如何解决部门之间的沟通

障碍, 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心门沟通展开培训。
现场气氛活跃，
老师员工互动积极。
本次培训是职工提出培训需求，公司工会
向上级工会提出申请，由武进职工服务中心提
供的免费培训服务，为广大职工提供了学习平
台。通过本次培训帮助员工提升职业化素养、
加强员工之间的沟通，
使沟通变得更加高效，
进
一步提升团队执行力。

工会：
冯宁

本报通讯员：
尤丽

Longcheng Electric (Changzhou) Co., Ltd was recognized as the 2nd batch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近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网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公示江
苏省 2021 年第二批、第三批认定
报备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
（国科发火 〔2016〕32 号）和
《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 管 理 工作 指
引》
（国科发火〔2016〕195 号）有关
规定，将江苏省 2021 年第二批认
定报备的 4549 家、第三批认定报
备的 4161 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予以公示。

2017 年成立龙城电装（常州）有限公司，是集研
发、
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江苏
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龙城电装通过自主技术研发、控制系统程
序开发，
生产汽车电子风扇、
鼓风机以及电动空
调压缩机等以无刷电机为载体的相关产品，产
品技术参数、
质量指标对标国际一线品牌。
目前，龙城电装累计拥有各类授权专利 31
项，
其中发明专利 2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9 项，
主
营产品汽车电子风扇获得丰田商标使用授权。
龙城电装用较短的开发周期，
合理的价格，为国
内外客户提供或定制开发高性价比、高质量的
汽车零部件。

为 进 一步 拓 宽 产 品类 型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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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1，
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回顾来时奋斗路，
鉴照未来奋进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员干部要多
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
华理想信念。”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体现共产党员的风骨，孕育和承载
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凝聚成了坚守信仰、不屈不挠、胸怀大局、敢
于担当、无私奉献、依靠群众，永远跟党走的革命精神，引领着无数中华儿女
前仆后继、
英勇奋斗。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龙城播报将进行当时小故事系列连载，以故事话
党史，
缅怀革命先辈，
回顾党的伟大征程，汲取精神力量。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
起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
时，二、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在卓木
碉另立中央，而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也亟
待肃清，
这一切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正在这
时，11 月中旬，一个自称“张浩”的黑瘦汉子找
到了定边县党组织，
要求面见党中央领导。他原
名林育英，是共产国际派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
特使。
原来，在长征期间，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
联络中断了。在此期间，
1935 年 7 月，共产国
际历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作出了建立
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会
议精神，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起草了著名的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为了传达共产国际
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建立与中共
中央的联络，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
此行使命重大，需要较高威望和知名度的
优秀党员；此行秘密而艰辛，需要对党无限忠
诚、
意志特别坚定的同志。张浩是中共党内著名
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与毛泽东、
周恩来、张闻天、
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都熟识，
堪当此任。
为了防止暴露党的秘密，此行不能携带一
字一纸。张浩用半个月的时间，
将共产国际七大
的会议精神、
《八一宣言》 内容以及枯燥单调的
密码本内容反复背诵，
铭记脑海。1935 年 9 月，
张浩从莫斯科出发，先至外蒙古，
然后从外蒙古
步行回国，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茫茫
沙漠，
最终到达陕西定边县。接着，张浩被接到
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与张闻天、
毛泽东等人相
见。

张浩就像及时雨，他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了解
到最新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为
纠正“左”倾错误、制止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
了卓越贡献。张浩同志一生中两次孤身长征，
寻
找党组织，
对主义的信仰无比坚定，对党无限忠
诚，
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邓颖超面对生死也非常豁达，为了不给组织添
麻烦，
她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
反对大办丧事和
在家吊唁。
第二份嘱写于 1982 年 11 月 5 日，她委托
身边工作人员组成小组，
负责处理她的遗物。主
要内容有：
（1）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
（2）
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3）和周恩来共住
的房子交公处理；
（4）中办发周恩来的大量理论
选自：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21 日 和历史书籍，
退还原机关，
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
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
（5）个
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
音、其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
均交中央文献研究
室存储清理酌处；
（6）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
关单位使用；
（7）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
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
念使用。遗嘱除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外，邓颖
照片、
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
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老一辈无产阶 超将个人所属文件、
级革命家邓颖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建立了 都作了细致安排。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既是她向党和人民交
不朽的功勋。1982 年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
又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诠释
嘱，
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彰显出共产 出的答卷，
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终身奉献给党和
党人的革命本色和高风亮节。
第一份遗嘱写于 1982 年 6 月 17 日，是在 国家的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
1978 年 7 月 1 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
选自：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5 日
上重抄并作了补充。遗嘱在邓颖超逝世后，于
1992 年 7 月 12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主要
内容为：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
撒掉；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所
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
公使用，
不搞故居和纪念；
（6）对周恩来的亲属，
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
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
安排；
（7）公布以上要求，
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
邓颖超认为：
“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她
以自己
“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
的远房侄子为例，特意在遗嘱中提及要正确对
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
以端正党风；并
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
，也是
她
“坚决支持的”
。此外，
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

70 people, 23200 ml! Longcheng employees warm others by voluntary blood donation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为
了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
用热血诠释爱心，用行动传递真情，
12 月 8 日，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参与爱心
献血活动。
扫码、填表、体检、化验、抽血，一项项工作
井然有序的开展，这是爱心献血活动现场的温
暖场面。短短 2 个小时，
共有 70 人为爱撸袖，
实
际采血量达 23200 毫升！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耐心为每一个献血
人员做好资料登记、
温度测量、体检化验等各项
准备工作，龙城员工依照工作人员指示依次排
队献血，
展现龙城人热情饱满、井然有序的精神
风貌。
在此次献血队伍中，既有从容不迫、
轻松上

阵的
“老面孔”
，也有初次尝试，不敢直视抽血过
程的
“新力军”
。
来自机加工一车间的李阳是献血“常客”
，
从 2017 年 初次 献 血 至今 ，他 已 经 累 计献 血
2000 毫升。
“这是我第 5 次献血了，公司组织的
献血活动每年我都会参加，有时候也会到流动
献血点去捐献。就是想帮助别人，
能帮就帮！”
李
阳同志质朴的话语流露出满满的自豪感。
在活动现场，一位身穿短袖的员工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他就是设备部高兆专。献血过程
中，
他
“轻装上阵”
，
在此次献血活动中又捐献了
400ml 全血，
累计献血已达到 1400ml。
精锻二车间顾俊，在活动现场躺着献完了
300ml。其实这已经是他第 3 次进行献血活动
了，
虽然每次都需要躺着进行，
但他从未因此停

下脚步。截止此次，他已累计献血 900ml，点亮
了 4 人生命之光。
除了这些献血活动的“老面孔”之外，还有
很多
“新力量”
。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他们开始
也会面露怯色，但是很快又互相打气，
抱着一颗
想要帮助他人、为社会略尽绵薄之力的决心，一
种自豪感和荣誉感也会油然而生。
第一次参加此次无偿献血的董浩表示，
“无
偿献血是奉献爱心的表现，
作为预备党员，我更
应该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走
在前列，
倡导助人为乐，
承担起为社会做贡献的
责任！”
爱心传递，他们就是最靓丽的风景线！光荣
属于每一位献血者！
每个普通人都如星辰，微小但释放着自己

的光芒，
最终交织成灿烂的星河。我们龙城人就
是这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
虽然渺小，虽然献出
的血液对于全国血库来说微不足道，但是我们
龙城人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着奉献自己的爱心，
执着地散发自己的光和热，那在这片璀璨的星
河中总会一片耀眼的光芒因我们而存在。向每
一位志愿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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