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姐
电池制造部 章志明

李姐的名字叫李雪梅袁是电池制造部的成品主管袁也是我
的野老板冶遥她加入瑞晶公司已经 8 年了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袁优
良的工作作风袁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员工到工序长袁再到成品专
员袁最后成为成品主管袁一步一个脚印袁在公司的培养和自身努
力下袁逐步成长起来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遥

李姐对待工作从来都是严谨求实尧一丝不苟遥 成品分检和包
装岗位是公司电池片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袁她常和我们说院野我们
的下道工序就是客户袁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袁客户满意袁我们才
能衣食无忧遥 冶就在今年十月的一天袁丝网印刷流入到 FQC 的电
池片颜色复杂袁使得我们的员工在颜色判定上把握不准遥 李姐像
往常一样在岗位上巡查袁 她发现有员工把应该归于 F2 级标准的
电池片放到了 A 级袁她当即让所有的 FQC 员工停下来袁并集合到
了一起袁她再次详细的讲解着电池片的检验标准袁最后她说院野你
们如果把应该归于 F2 的电池片当成 A 级来检验袁出货到客户袁客
户肯定要投诉袁这样不仅会给公司增加返工成本袁还会影响公司
的信誉遥 公司制定的检验标准是神圣的袁 我们谁也不能够去改
变遥 冶李姐要求员工把已检验好的整包电池片全部重新检验袁待抽
查合格后才流入包装工序进行打包遥

其实早在上半年接到客户投诉公司电池片有崩边尧缺角现象
的时候袁李姐就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什么叫野先进冶遥 接到客户投
诉后袁李姐仔细巡查最终找到了问题点袁原来是我们放置电池片
的五格承载盒材质过硬袁在搬运过程中容易撞伤电池片遥 李姐随
即提出了改善的金点子袁把我们岗位上的五格承载盒全部更换成
带有泡沫缓冲的十二格周转箱袁此举果然效果非凡袁大大降低了
电池片崩边尧缺角的情况遥 工作之外袁李姐还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
学习班袁如公司组织的叶英语能力提升曳培训班袁她时刻都在努力
为自己充电袁不让这个时代淘汰袁并且她经常对我们说院野我们的
起点低不要紧袁但我们要比别人更勤奋袁更努力袁这样我们才不会
掉队遥 要响应经理打造学习型团队的要求袁你们工序长就是要带
头学习袁树立榜样袁传递正能量遥 冶 李姐就是这样袁无论做什么事
情袁都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遥 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袁是我学习的好
榜样遥

李姐对工作尽心尽责袁忠于职守袁以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袁赢
得了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称赞袁先后被评为公司的优秀员工尧先进
个人尧优秀共产党员袁以及 2015 年野新余市劳动模范冶称号遥 这样
的她袁怎能不让我钦佩浴

图为李雪梅渊右冤为员工讲解电池片检验标准遥

我与瑞晶的故事
电池制造部 刘梅英

低调的人袁一辈子像喝茶袁水是沸的袁
心是静的遥 一几一壶袁一人一幽谷袁浅酌慢
品袁任尘浮华袁似眼前不绝升腾的水雾袁氤
氲尧缭绕尧飘散遥 茶罢袁一敛裾袁绝尘而去遥
只留下袁 大地上让人欣赏不尽的优雅背
影遥 要要要马德叶低调曳

瑞晶公司在 2008 年搬进了下村工业
基地袁此举必定对下村镇乃至新余地区都
带来了不少好处遥 首先公司为周边村镇提
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袁其次也给我们带来
了许多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袁如公司组织
的团队活动袁还有我们展现才艺的 N 多机
会袁作为一名普通员工袁我就来讲讲我与

瑞晶的那点故事遥
作为一名学历较低的家庭妇女袁 起初

对瑞晶公司并不太感兴趣袁 对我而言袁这
只不过是一个厂子搬进了工业基地而已袁
但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袁公司招聘的
人也越来越多袁身边朋友都陆续进了瑞晶
公司袁他们都说公司福利好袁普通员工一
个月的工资都高于其他工厂袁平时还有假
期袁这于我而言袁难道不是最诱人的吗钥 于
是袁 我带着十分的热情去公司报了名袁顺
利成为了一名普通技术工人遥 初到公司的
那段时间袁给我最大的感触便是公司对员
工的野眷顾冶遥 公司致力于为每一位员工提

供优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袁 以人为本曰公
司的用人理念也独具一格袁 用人唯贤尧德
才兼备尧扬长避短尧适才适所袁这个理念是
推进公司创新尧改革的原动力袁使公司在
改革浪潮中迸发出一朵朵亮晶晶的浪花遥
还有部门的领导以及我可爱的同事们袁他
们都对我照顾有加袁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
们袁才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遥 如今袁我
已在此工作了许久袁也算得上是个瑞晶老
人了袁对此我很骄傲袁我要将我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袁为更好的达成扩散岗位任务
目标而努力遥

最后袁我还特别想说袁作为一名瑞晶

人袁诚信敬业不仅是建企之魂袁也是我们
为人之魂袁我将怀抱着对太阳能新能源产
业的独特坚定信仰重新上路袁让瑞晶在这
片全新的土地上绽放独特光彩遥 做低调的
人袁行高调的事遥

国庆过后袁在网上看到瑞晶公司招聘的
消息袁 我抱着试试的心情投去一份简历袁
很快就有了回音袁没多久我就应聘上了仓
管员这个岗位遥 效率高是我对瑞晶的第一
印象遥

金秋十月袁微暖的风吹拂在脸上袁宽敞
明亮的厂车载着我和其他陆续上车的同事
驶往公司遥 大巴车平稳行驶在宽阔的沥青
路上袁沿途景色怡人袁绿树成荫袁远远看去袁
道路两边洁白的路灯上袁 熠熠生辉的太阳
能发电板整齐列队袁 仿佛正接受我们的检
阅袁随着车辆的前进而有序地往后退去遥

一幢天蓝幕墙袁 气势磅礴的办公大楼
首先映入眼帘遥 在大楼前面是一尊夸父逐
日的雕塑袁与左侧壁面的大体野与日同辉袁

奋发有为冶尧野绿色瑞晶袁把握未来冶相得益
彰遥 瑞晶公司的文化氛围十分丰富袁映日
湖畔的廊桥尧饭堂走道旁的企业文化宣传
栏尧职工之家尧篮球场无不彰显着此处丰
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遥 在办公楼左边是电池
制造车间袁相邻的就是我所在的部门要要要
订单支持部袁走入仓库袁抬首可见公司标
语及核心价值观袁作风严谨袁纪律严明是
我对瑞晶的第二印象遥

电池成品仓是我工作的地方遥 初来乍
到袁感受最深的就是严格的 7S 管理袁每天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集体打扫卫生袁把工作
场所打扫得干净明亮袁一天的好心情也随
之开启遥 为了让工作更加高效袁在墙壁四
周都贴有 7S 小标牌袁每个地方按照使用划

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袁比如办公区尧备货
区尧分检区等袁成品电池片扫瞄入库后袁也
会按照网版尧效率尧电流尧颜色来分类摆
放袁一切都井然有序袁让人一目了然遥 刚开
始上班的时候袁由于对电池放置区域不太
熟悉袁有时抱着箱子来回走好几趟才能找
到对应的区域袁 每箱重量约三十余斤袁所
以常常分完入库的电池片后袁手臂都是酸
痛的遥

还来不及喊出野手好酸冶就又接到出货
通知袁 领班何军马上指导大家开始备货遥
按照发货要求袁大家分工明确袁齐心协力袁
每个人都是熟练的操作袁 默契的配合袁把
成品一托托整齐地放在备货区遥 接下来就
是打包缠膜袁这个环节只是看似简单要要要

等我缠完一托后袁整个人就像喝醉酒一样袁
晕头转向袁而同事小刘和小李却像个没事
人一样袁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啊浴 备货终于
告一段落袁这种高效状态一直持续着袁有时
能同时接到几个客户订单袁大家也总是心
照不宣袁多忙多累都要圆满完成任务遥 在
领班和同事们的指点帮助下袁我想办法找
窍门袁也慢慢地适应了这里高效繁忙的工
作节奏遥

公司以服务好客户订单为宗旨袁 正如
标语上所说袁野绝不能对市场说不冶遥 同事
们高效的执行力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袁都
是围绕野一切以订单为中心冶这个主题来展
开的遥 与大气的外在形象相比袁我觉得袁这
才是瑞晶公司真正的魅力所在吧浴

今年学校组织了一次校外实训的活
动袁而我有幸成为了这次实训的一员遥 事
实上袁刚开始我心中是有些不情愿的袁因
为学校里还有好多其他事情我想要去尝
试袁可如今袁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袁才发觉
我最初的想法是那么不成熟遥

野纸上谈兵终觉浅袁 绝知此事要躬
行遥 冶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最好的例子袁
所以我要以史为鉴袁通过实践将我在学
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融会到生活当中尧工
作当中遥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有了不一
样的领悟与认知袁而这其中接触最多的
就是自动光焊机了遥 当我第一次看到焊
机的时候袁 我心里是忐忑的袁野天啊袁这
我啥时候可以学会啊浴 冶可当我真正的
去接触并开始学习如何操作的时候才
发现并没有心中想的那么难袁在师傅的

耐心教导下袁上手过程中一次次的失败
总会换来一个个宝贵的经验袁我慢慢改
正袁逐渐学习袁现在机器上的多数指令
可以基本上手操作了袁这些是学校学不
到的袁也是此行最有价值的遥 荀子曾说
野不登高山袁不知山之高也曰不临深谷袁
不知地之厚也遥 冶意思便是野天之高冶尧
野地之厚冶不去看袁不去了解是不能有切
身体会的遥 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袁必
须亲身去经历袁参与社会实践遥

时间是理论的基础袁 是理论的出发
点和归宿点袁对理论起决定作用遥 但也
不可轻视理论袁导致唯实践主义遥 大浪
淘沙袁一浪一浪又一浪袁留到最后的不
是顽石便是璀璨的珍珠遥 而我就要成为
那颗珍珠浴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每天早餐都是
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袁 中国人把鸡蛋往锅里一
放袁然后出去洗漱洗漱或干点别的袁等再回来
鸡蛋就煮好了遥 但德国人会用一个差不多刚
好装得下一个鸡蛋的专门容器袁 下面焊一托
盘袁然后加满水袁1 分钟水就开了袁3 分钟就关

火遥 关火之后他们利用余热再煮 3 分钟袁把鸡
蛋煮到刚刚达到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遥接下来
用凉水泡 3 分钟袁使这个蛋很好打开袁德国人
认为这样做很标准遥 跟中国人相比袁他们节约
了 4/5 的水尧2/3 的热袁 同时还让鸡蛋达到了
最佳的营养状态遥

相信人人都有煮鸡蛋的经历袁
简单易学好操作袁 但是你煮的鸡蛋
真的足够好吃吗钥 是的袁煮熟一个鸡
蛋并不难袁 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并
一直这么做的袁直到我阅读了叶煮鸡
蛋曳这篇短文袁才惊讶地发现袁原来
煮鸡蛋还有那么多的学问遥

对于文中说到的两种煮蛋方
式袁 起初我觉得是两个国家的生活
方式不一样袁 只是生活习惯的区别
而已袁可是在我反复阅读后袁有了完
全不同的看法袁 中国式煮鸡蛋是典
型的时间逻辑思维袁 在合理利用时
间的情况下完成预期的工作袁 但是
没有对煮蛋的能量消耗及营养价值
进行评估曰反观德国人袁同样是煮一
个蛋袁他们表现则完全不同袁制定出
一套完整的煮蛋流程袁 在煮蛋的过
程中节约了 4/5 的水袁2/3 的热袁同
时还使鸡蛋达到了最佳的营养状
态袁 并且在超市附赠说明书宣传此
方法遥 这是两种不同思维下的 野高
效冶 体现要要要中国人使时间利用率
达到最大袁 而德国人则讲究过程中
的细节袁整个程序严谨缜密遥 从侧重
点来看袁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袁中
国人更加注重结果如何袁 德国人则
更注重方式方法遥

将煮蛋的思维延展到工作中袁
会有不一样的体会遥 在有的企业里袁
领导聆听下属汇报工作时袁 如果不
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就会很严肃的反
复强调野我只看结果袁至于你们是怎

么做的袁我不想管袁也不想知道袁你
们自己去想办法遥 冶这位下属会觉得
万分委屈袁 因为他认为自己付出了
努力袁 只是没有达到领导的期望而
已袁 却要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遥 可
他却忽略了袁 每天都重复在做的事
情袁 有没有思考过怎样才能做的更
好一点呢钥 如果没有袁那就是野为了
完成任务而做事冶 而已袁 挨批是迟
早的事情遥 有人也许会说袁野那只看
结果袁我耍点小聪明袁偷工减料袁或
者踩着别人上位也可以啊袁 反正领
导只看结果遥 冶 这就要说到细节管
理了袁 因为现场监督管理的缺失或
松懈袁导致效果不明显尧不理想袁甚
至引发后续种种问题袁 这就好比煮
出来的鸡蛋因为没有营养价值而滞
销袁 这时我们会如何处理钥 归根结
底袁 还是工作中缺少了严谨专注的
工作态度遥

细想之下袁 两者各有所长袁如
果一个企业能把中国人聪明智慧
的操作方法袁德国人严谨专注的工
作态度结合在一起袁那必将会拥有
一批精兵良将袁不但能完成工作任
务袁而且注重方式方法袁追求效益
最大化袁力求最佳状态袁自觉控制
资源消耗袁这样的团队必定是与时
俱进的遥 而我们袁也应该向着这个
目标去努力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
法袁我们应该将巧妙的方法与理论
相结合袁 力求做出更高品质的产
品遥

野煮鸡蛋冶对我这个从小到大都爱吃鸡蛋
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袁 在我的记忆里煮鸡
蛋的方法就如同故事中说的一样袁 用锅装点
水直接煮袁都不用去管袁十几分钟后直接捞起
来就可以吃了遥 孰不知煮鸡蛋还有一套这样
省时尧节约尧精细化尧又能保留营养价值的科
学方法遥 同样的目的袁不同的方法袁取得的效
果也截然不同遥 故事中的德国人专注执着袁敢
于创新袁依靠日积月累的丰富煮蛋经验袁制定
了一套精细化的煮蛋流程袁 利用最低的成本
煮出了最有营养的鸡蛋袁 这是我们最值得学
习的地方遥

延伸到我们的工作中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袁简单的事情精细化遥 作
为一名基层管理人员袁我们应该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袁将每天重复的工作进行优化尧创新袁找
到更有效的方法来达成我们的指标袁利用最少
的资源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利益遥 同时我们还
需要专注地去完成我们的工作袁而不应该像中
国式煮鸡蛋一样袁 丢锅里然后什么都不管袁不
去理会产品质量袁这必将造成利益的流失遥 在
工作中袁 我们有精细化的 SOP 标准作业指导
书袁如果我们没有严格按流程去做袁跟直接把

鸡蛋丢锅里有什么区别呢钥 相信如果德国人不
去探究煮鸡蛋的时间及方法袁他们也无法做出
最有营养的鸡蛋袁所以严格执行也是成功的至
关重要的一环遥 同样是煮鸡蛋袁为什么德国人
可以做到比我们少用 4/5 的水袁营养价值还远
远高于我们呢钥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袁说明
我们使用的常规方法浪费了成本袁还没有创造
出最大的价值袁因此袁在工作中袁我们需要创新
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袁让老板花最少的钱制
造出最优质的产品遥

德国人在超市销售鸡蛋时会附带一张煮
鸡蛋正确方式的小说明袁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更
多的人袁 让大家都能煮出营养价值最高的鸡
蛋袁就如同我们在工作中袁有好的方法就要分
享给自己的同伴袁让大家都能学以致用袁只有
大家一起学习进步才能做出更优质的产品遥没
有最优秀的个人袁只有更优秀的团队遥

我们部门的经理李国君常说院野公司是船袁
我在船上袁船能不能远航袁要靠船上所有的成
员一起去努力遥 冶所以袁在公司我们每个人都要
有主人翁意识袁用最少的成本去创造最大化的
利益袁公司这条大船才能载着船上的成员扬帆
远航浴

在订单支持部袁每个人都是创造的精灵袁他们活跃在各个岗位
上袁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袁攀越一座座效率的高山遥

为了让部门员工自觉地维护 7S 成果袁 能够及时发现并消除安
全隐患袁订单支持部创新思维袁为 7S 管理办法穿上野时尚冶的外衣袁
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遥 首先袁指定专人自查 7S曰其次袁采取常态化巡
查的方法袁每天将问题点以图片的形式发布在部门微信群中曰最后袁
在次日巡查时袁除发布新的问题点外袁也要对前一天问题点进行复
查袁有重复出现的袁则给予区域负责人考核遥 简单的三个步骤袁却可
以变被动为主动袁实现工作尧7S 两不误出袁同时还能将 7S 的意识与
好处潜移默化地传达给每一位同事袁让大家在日常工作中也养成好
习惯袁常态化巡查也能及时发现隐患袁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袁无形
中也为公司资产加了一道更牢固的保险遥

野时尚冶的 7S 管理固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袁但有些创新只能依
靠野传统冶的坚持遥11 月袁组件出货量持续走高袁国内外大客户订单连
续出货袁面对喜人的订单量袁我们却要保持冷静袁理性判断袁在客观
困难重重的现状下袁如何提高出货效率成为最迫切的问题遥

面对困难袁订单支持部组件仓的同事们没有退缩尧没有牢骚袁凭
借野传统冶的坚持袁始终奋战在基层第一线遥 向上级领导汇报当前面
临的困难的同时合理调度尧科学安排袁想方设法克服因多方出货而
造成的人手不足问题袁同事之间密切沟通袁团结一致袁共同面对难
关遥 哪怕天气恶劣袁顶风冒雨也一定完成当日装车出货任务袁只见一
托托组件有序进入袁一车车成品满载而出袁在这野进出冶的流水线上袁
凝聚的是同事们的汗水与智慧袁更是科学创新下的高效体现遥

野订单就是命令袁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遥 冶在瑞晶袁不只
是订单支持部在践行这一价值观袁许许多多的其他部门的同事也在
创新方法袁给力提效遥

电池片周转箱的返工再利用袁已经成为降本增效的常态工作项
之一遥 在最近的一次返工中袁统计员统计返工数量时惊讶地发现当
天返工量近千套袁高出以往日均约四百套袁当天的返工人员是电池
制造部后四丝网的员工袁 她们是怎么做到同比效率提升近一倍的
呢钥 带着这个疑问袁订单支持部经理在现场巡查留心观察要要要只见
返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袁连贯的动作尧麻利的手法尧细致的分工织就
一幅井然有序的劳动画面遥 效率提升的秘密也随之揭开袁她们优化
了撕无用标签的方法袁将二十个内盒按标签方向码成一排袁一人扶
住袁另一人则用胶带将标签全部覆盖袁左手抹平右手上拉袁二十张无
用标签应声脱落遥 干净利落的手法令黄经理叹服不已浴

创新并不是技术人员的 野专利冶袁 效率提升也不仅是产品 野专
属冶袁在基层的岗位上袁只要肯想尧肯干袁让智慧绽放出光芒袁任何一
个细小的工作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一环浴 不要小看了自
己袁一个好点子尧一个小革新袁都值得我们骄傲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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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水煮蛋的启发
电池制造部 钟兰英

煮鸡蛋
电池制造部 张露璐

故事概要

瑞晶袁 我曾经奋斗过数年的地方袁因
为各种原因我曾经离开了你遥 2016 年袁我
带着复杂和激动的心情又重新回到了你
的怀抱遥 再次踏入阔别数年的瑞晶袁以前
种种的情景在心里一幕幕浮现出来遥

曾经熟悉的部门袁汗水浇撒过的各个
岗位又一次呈现在我面前遥 特液尧暖通尧纯
水尧废水及其他岗位袁黄主管带着我熟悉
部门现在的基本情况袁重点介绍了暖通的
现状及以后要怎么工作的基本内容遥

我现在被分配到暖通岗位袁 暖通是
设施部门中比较重要的袁每个细节几乎
都直接与生产挂钩袁一旦出现问题就会
直接影响生产正常运行袁在叶工和邹工
的细致野照顾冶下袁暖通始终保障着生产
正常化遥 对于我这个刚被分来的同事他
们也耐心认真地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处

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故障袁平时怎么保
养设备袁巡检时要注意设备中的哪个环
节袁他们都事无巨细的与我点出遥 我在
他们的帮助下迅速的成长袁渐渐的掌握
了现在系统的各个环节遥

通过工作中的种种事情袁让我感受到
设施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袁自动自发的工
作态度袁 强烈的学习氛围也越来越浓厚遥
大家相互关心尧相互帮助尧相互学习尧共同
进步袁就像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遥 因为
热爱袁所以选择袁因为选择袁所以坚持遥 重
回瑞晶第一天袁我就告诫自己院今天要比
以前做的好袁 明天一定要比今天做的更
棒袁每天都要有进步袁我期待在瑞晶重新
演绎自己的人生袁走好每一步尧干好每件
事尧与瑞晶一起发展遥

魅力瑞晶
订单支持部 敖洪洋

情系瑞晶
设备设施部 谢民知

人生第一步
组件制造部 田德永

效率提升在基层
实力创新不停步

订单支持部 简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