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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又是一年欢聚时，东洋炭素的家人们相聚一堂，

总结 2019，展望 2020。在欢声笑语中、在汗水泪水里，我们

走过了一年又一年。2020 年 1 月 10 日，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

司（STT）、上海东洋炭素工业有限公司（STI）、东洋炭素(浙

江）有限公司（ZTT）全体员工欢聚一堂，共同举办了以“凝

心聚力 蓄势再发”为主题的 2019 年度忘年会。

声声鼓声震人心，一曲由詹国彬总经理领鼓，STT、STI

和 ZTT 领导合奏的开场鼓，振奋人心，气势浩荡，2019 忘年

会也拉开了帷幕。

【会长致辞】

此次年会近藤尚孝会长虽未能亲临现场，也通过视频的

方式，发来贺词及新年祝福：

大家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今天是我们中国公司的忘年会。回顾 2019 年的业绩，下

半年经济状况急速下行，非常不稳定。我们东洋炭素集团的

各个子公司在这种坏境下，为了完成利润，付出了诸多努力。

在此，对大家付出的努力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 2020 年的年初讲话时我曾说过：今后的几年里， 

5G、AI、自动驾驶等，在中国市场极具发展前景的应用领域

正在蓬勃发展。我司也借着这波时代的潮流，刻不容缓开发

出了面向下一代半导体应用领域的材料，且已经开始投放市

场。

为了成为更具成本优势的公司，设备自动化也在进一步

推进中。今后，加工现场新的生产技术也会层出不穷。我们

不能只是一味地对应设备厂家，而是最好能共同参与他们的

设计。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努力成为更优秀的材料制造商。

公司的发展与人的意志和努力息息相关。我们绝不能忘

记我们挑战的初心，一定要继续改善，同时，今后应如何进

一步强化也在讨论中，中国国内市场我们也考虑了，面向中

国市场的机械用炭材料开发已经完成，今后的供应量会相对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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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蓄势再发
——东洋炭素 2019忘年会

■ 撰稿 /STT 企划部 冯晓文

    摄影 /STI  管理部 陆剑清

             STT 企划部 冯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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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现在在座各位的意见非常重要，有意见有想法的请告

诉我们，让我们共同营造出沟通无阻、氛围良好的公司，拜

托大家。最后，再次对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在新的一

年里大家继续努力！拜托大家，谢谢！

【詹总致辞】

上海东洋炭素成立至今已有 25 个年头，如果把东洋炭素

看做一个青年，25、6岁正是拼搏奋斗的最好年华，有句话“有

时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正当奋斗年华的东洋炭素该如何树

立 2020 年的小目标？在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时如何寻找新的方

向？如何修炼内功？詹国彬总经理作为指路人为大家指点迷

津。

2019 年整个经济形势发展都非常不如人意，大家关注的

热点，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据说是成长遇到了瓶颈，甚至

走在下行的通道上。加上行业内的变化，炭刷领域无刷化趋

势加剧，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我

们的业绩完成率也打了折扣。

但是“2019 年亮点”也不少。

第一个亮点：STT高纯项目，这个项目大概投资5000多万，

主体建筑已经顺利完工，预计在 2020 年后半年投产。

第二个亮点：CTT（成都东洋炭素工业有限公司）的成立，

3月签约，12月开业，在短时间内完成厂房租赁，设备筹建，

而且我们的设备是 STI 员工自己设计的，属于自主创新，会

长参观之后给予肯定，并评价说，新设备的效率和稳定性都

在 STI 现有设备之上。

第三个亮点：昨天 STT 开了一个全国的营业会议，包含

宁波子公司、青岛分公司、北京事务所，西安事务所，深圳

事务所，这 5 个据点的负责人、营业人员，在营业会议中，

除了业绩的汇报之外，同时带来许多新的、更细致的市场需

求与动态信息，给我们今后的市场布局以及业务的深耕细作

带来了很好的机遇。

亮点当然还有很多，每个员工自己的成长，有的员工晋

级了，有些员工在部门里做出了比较好的一些业绩。

接下来讲讲我们“2020 年重点方针”

第一个方针：我们的业务增长和合规经营要并重。另一

方面做为企业法人，也要履行社会义务，遵守道德规范，遵

守法律法规。

第二个方针：中国特色和总部统一化要求的有效结合。

到目前为止，我们沿着中国的思路在发展，有时候是步伐更

快些，但可能不够稳健。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可以体现出中国特色和总部的统一领导有机结合。

第三个方针：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今年忘年会的主题“凝

心聚力 蓄势再发”非常好，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凝心聚

力练内功，学习和培训今年肯定是一个重头戏，提高自我修养，

保持身心的健康，一定是要做到沉下来，把自己的素养提高。

“企业文化建设”

从我们公司创立起就牢牢树立的三个满意文化，“员工

满意、老板满意、客户满意”已深深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心里，

在每一项经营活动中，三位一体贯穿其中，并行不悖，抛开

这三个满意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对我而言。

做为一个企业法人，其社会责任、环保意识很重要，为

地方经济的建设提升、为国家的税收增加、为国家的人才培养、

为国家的就业率提升等做贡献，是一个企业，能够立足于一

方、贡献于一方的最基本的特征。所以今年想加一个满意，“社

会满意”。我们今后的企业核心理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四

个满意：“员工满意、老板满意、客户满意和社会满意”。   

2020 年是一个齐聚力量、练内功、谋发展的年份。把我

们心往一块聚，把我们的力量往一处使，铆足劲，再出发！

最后，祝东洋炭素的各位同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也快到我们的农历年了，给大家拜个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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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 SHOW FORGET THE TROUBLE

【年度表彰】

一年的辛苦，一年的付出，先进工作者总是不断涌现出来，

虽然在不同的岗位，爱岗敬业的精神却是一样在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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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单】

1.《大田后生仔》舞蹈 ZTT

2.《西游后传》小品 STI

3.《勇气》沉浸式舞台剧 STT

4.《甄嬛后传》小品 STT

5.《我和 TOYOTANSO》手影舞 STT

EMPLOYEE SHOW FORGET THE TROUBLE

【精彩节目】

一场东洋炭素员工自导、自创、自演的精彩节目演出，可谓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一个又一个节目让大家在捧腹、惊喜、

感动中，异口同声节目太少了不够看。

大田后生仔

西游后传

01

02



8

CARBON SPIRITS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Company News 公司动态

勇气03

04

05

甄嬛后传

我和 TOYOTA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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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花絮及晚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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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洋炭素

参展 SNEC 2019 
圆满结束

2019年6月4-6日，东洋炭素参展了为期三天的“SNEC2019

展会”。本届SNEC光伏展以“光伏映照‘一带一路’”与“

智慧之光照耀全球”为主题，来自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

多家企业参展，共同探讨太阳能光伏的发展与应用。

随着市场上的技术进步，客户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多样

化。我们不仅在严格的质量控制系统下，不断努力为客户提

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并且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不断

的积累反馈信息，紧密沟通，以此定制、生产更优质的产品。

2
东洋炭素

参展小电机展

2019 年 11 月 4-6 日，东洋炭素参展“第二十四届中国

国际小电机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磁

性材料技术展览会”，此次展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西馆圆

满举行。詹总带领营销和技术研发同事参展，此次展出产品

丰富，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纷纷聚焦，前来参观咨询。

此次展会中共有 5 大类产品出展，分别是：电动工具电机用

炭刷及刷架、工业电机用炭刷及刷架、吸尘器电机用炭刷及

刷架、滚筒洗衣机电机用炭刷及刷架、汽车用石墨转子及叶

片等产品。

公司动态



12

CARBON SPIRITS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Company News 公司动态

3
东洋炭素荣获

中天科技优秀合作伙伴奖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中天科技集团隆重举行了 2019 年

全球供应商大会。大会以“同舟共济、共创价值”为主题。

中天科技集团总裁薛驰携公司高管、公司产品、职能部门负

责人等，与来自国内外近 300 家供应商代表共同出席大会。

王年刊副总经理代表东洋炭素参加此次中天科技供应商

大会，出席颁奖典礼，并领取“中天科技优秀合作伙伴”荣

誉奖杯。

在与中天科技逾 20 年的合作中，东洋炭素自始至终以

产品质量为基石，在全程跟踪服务中保持实时沟通，用产品

和服务践行中天科技“质量优先、合规高效、成本领先、共

创价值”的合作理念，此次获“中天科技 2019 年优秀合作

伙伴”荣誉，彰显了中天科技对东洋炭素产品与服务的认可。

在未来合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完善服务体系，

与中天科技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4
火灾无情人有情

——为受灾同事爱心募捐

2019 年 7 月 12 日 12 点左右，STT 生产部员工杨铁军家

中突发大火，过火面积 20 平米左右，并且给周边邻居也造

成一定的房屋损坏，此次火灾受灾情况严重，造成不少的经

济损失。

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三口之家（女儿目前大学在读）突

然遭遇火灾，所带来的经济压力非常大。水火无情，人有情。

STT、STI 和 ZTT 的工会、领导和同事共同伸出爱心之手，为

家中受灾的同事杨铁军尽一份力。

杨铁军在收到爱心捐款后又发来感谢信，表达对公司及

同事的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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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疾病无情人有情
——爱心捐款

2020 年 4月，STT 生产部一位员工检查出患有恶性肿瘤，

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手术。但由于他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积蓄，

且他为全家的经济支柱，还有一个孩子目前正在读大学。

当公司工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动大家为这位同事

爱心捐款，在两天时间内募集 2.5 万元，并第一时间把募捐

款送到他的手里。

该同事平日工作努力、团结同事，本不愿麻烦大家，但

由于突来的疾病和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条件，考虑很久才向

同事们发出求助，当收到爱心捐款后心怀感激发来感谢信，

“感谢你们每位同事、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无私帮助，让我

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温暖，谢谢！”

5
东洋炭素

喜获综合效益优胜奖

2020 年 1 月 6 日，国家级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

松江综合保税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企业座谈会

召开，区属职能部门与企业代表齐聚，共商共议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

詹国彬总经理代表东洋炭素受邀出席此次会议，并领取

“2019 年度优秀经营者“和“2019 综合效益有优胜奖”两

个奖项。

2019 年度松江区有 10 位企业领导人脱颖而出获得年度

优秀经营者称号。詹国彬总经理以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的努

力获得此殊荣。

在 G60 科创走廊的大旗下，2019 年松江实现了逆势下的

高质量发展，发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先行先试作用，共同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东洋炭素也紧随 G60 科创

走廊的大潮，积极面对、全力克服出现的各种困难，用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给客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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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 日，成都东洋炭素工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CTT）在四川成都浦江举行了开业庆典。CTT 于今年 3 月

签约，7 月正式开工建设，12 月完成设备调试正式生产，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了项目签约、开工和投产。

庆典于 10:00 开始，首先由领导嘉宾致辞，在观看完精

彩的舞狮表演后 ,进行剪彩仪式。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会长近藤尚孝对蒲江良好的营商环境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非常高兴来到蒲江，公司从沿海地

区进入中国内陆，在蒲江建设工厂只是第一步，将来除了炭

刷的加工，还会引进特种石墨加工，将进一步拓宽在中国内

陆的销售市场。公司看好蒲江的交通区位优势，依托川藏铁

路和蓉欧快铁，这里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庆典仪式结束后领导嘉宾在 CTT 同事带领下参观了工厂

和车间。

成都东洋炭素工业有限公司是由上海东洋炭素工业有限

公司和日本东洋炭素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成立的子公司，成立

于2019年3月，注册资本200万美元，总投资额2000万美元。

目前 CTT 主要产品是炭刷和刷架，在以后的发展中根据

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将不断丰富产品线。

公司秉承“创新 笃行 诚信 敬业”的行动方针，为实现

“成为中国电炭行业的持续领跑者，成为美誉度颇高的令人

羡慕的企业”的企业愿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内部管

理体制、增强技术实力，不断满足顾客和市场需求。

2019 年 3 月，在四川成都浦江举行上海东洋炭素工业有

限公司特种石墨、炭刷生产线项目签约仪式。

出席此次庆典的嘉宾有：浦江县县领导、东洋炭素多年

合作伙伴公司的领导、东洋炭素株式会社会长近藤尚孝、上

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国彬等领导嘉宾。

热烈庆祝成都东洋炭素工业

            有限公司开业pen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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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laying

STT 高纯处理项目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启动，高纯项目配套的第三期厂房于 2019 年 9 月开始建造。

2019 年 9 月 17 日，举行上海东洋炭素三期扩产（高纯化炉）项目奠基仪式。

目前各设备和基建均按照计划顺利推进，STT 高纯项目计划于 2020 年下半年投入生产，将为客户提供 5ppm 的高品质产品，

主要用于半导体、光纤等领域，为 STT 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推进石墨制品的处理，追求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庆祝 STT 高纯项目奠基

Meeting
STT 半年度营销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

2019 年 7 月 12-13 日，上海东洋炭素有限公司的半年度营销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参会的有营销部、技术、研发部等部

门同事，总结了 2019 上半年的营销工作，并对下半年的营销目标做了进一步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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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新技术而讨论 M&A

■ 编译 /STI 营业部 陆丹凤    

——近藤尚孝会长访谈录

【问】由于 2018 年 1 ～ 9 月期间的决算收益大幅增加，

所以将 2018 年整年的业绩预测往上做了调整。其主要原因是

什么？

== 生产硅片时要用到的坩埚与加热器等半导体用途的等

静压石墨材料销售情况良好。高利润率的半导体用途销售增

加，大多数调价产品的效果也逐渐开始显现。1 ～ 9 月份的销

售总利润率为 35%，较去年同期比改善了 6 个点。2019 年面

向海外销售的一部分材料，正以较去年涨价 2 成的价格与客

户洽谈中，我想下一期的收益性会更高吧！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半导体市场的未来？

==长期增涨吧！新能源汽车（EV）等半导体用途在增长，

应对下一代高速通信标准（5G）的通信基础设施与智能手机

等方面，半导体应用也是必须需求。想要稳定采购供求紧张

的石墨材料的客户在增多，销售合同周期也变得更长，很多

都从原来的 3～ 6个月改签为 1年。

像我司这样的石墨材料生产厂家若集中投入生产设备的

话，供求平衡可能会被打破。而正因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动向，

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增加。设备生产厂家也很忙，即使下了

订单，到新设备投入运转也大概要两年后了，所以至少在这

期间的供求状况应该不会有所变化。

【问】请问贵公司是如何应对石墨材料的旺盛需求的？

== 通过增产来对应，但不是单纯的增设会提高固定费用

的设备，而是在现有工厂中投入新设备，推行自动化。首先

打算从主要的诧间工厂 ( 香川县三丰市 ) 开始，之后在其他

工厂也陆续有序推进实施全面自动化。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石

墨材料，目前产量仅占全体产量比例的 3 成，今后这部分也

要增加。

【问】中国的竞争厂家技术提高，竞相追赶中，您如何

看待？

== 我司的产品寿命波动少，擅长制作品质稳定的石墨材

料。石墨比金属更难处理，需要高超的技术。为使品质稳定，

加工和热处理等各工序的技术累积变得尤为重要。若品质稳

定的话，即使价格稍高一些，客户也愿意购买。寿命如果有

波动，就算以最短的时间更换产线上的部品，费用也会增加。

【问】半导体市场的前景愈发不明朗，请问贵公司准备

如何应对呢？

== 重视事业配置的平衡。虽说半导体用途的石墨材料收

益性好，但也会致力于其他产品，建立起能够弥补半导体不

景气时的事业体制。例如铁道车辆受电弓用的滑块、电机部

件上用的碳刷，汽车部件热处理时的工业炉上使用的部品等。

【问】具体来说怎样解决呢？

== 滑块在中国地铁等的需求增加，我们正在讨论增产事

宜。擅长的炭刷领域不仅仅拘泥在电动工具和吸尘器，也开

始涉足（风力发电等）工业用产品。为了获取我司所没有的

【近藤尚孝人物简介】

1980 年 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 教养部，后入职三井物产。

1985 年 入职东洋炭素。

美国法人设立后，作为董事和常务执行董事负责管理生产部门和海外营业部。

2009 年 首任社长。2018 年 3 月担任会长。5月再次担任社长职务。

因高中时有美国留学经验而擅长英语。兴趣爱好是游泳和原声吉他。出生于爱知县，现

年 61 岁。

【东洋炭素简介】  

1941 年创始成立了以生产电机石墨部件为主的近藤炭素工业所。1949 年公司更名为东洋

炭素。1974 年微粒子结构且具有均一特性的“等静压石墨”的量产取得了重大成功，发光

二极管（LED）制造用的部材在世界上占有 一定的市场份额等，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具有

一定优势。

New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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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炭素】
 新SIC涂层工厂的新建  

——奥村组公司的设计与施工

【香川】属于炭素石墨产品制造业的东洋炭素（大阪市

西淀川区竹岛 5-7-12、近藤尚孝会长兼社长兼 CEO）将在观

音寺市新建一处生产技术中心 --- 新的 SIC 涂层工厂。

厂房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全部委托奥村组公司，于今天 26

日举行了奠基仪式后正式开始动工。预计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峻工，7 月份正式投入生产。最近，根据香川县的企业招

商引资条例，被指定为了政府补贴赞助对象。

按照计划，将投入约 30 亿日元的资金，建成 3层钢架结

构的新工厂，建筑面积达 2004 平方米。建址位于观音寺市大

本文摘自 2019 年 7 月 26 日发行的建通新闻报。

技术，还在讨论 M&A（合并 & 收购）事宜。但 M&A 是需要对手

的，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

【问】您觉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开始显现了吗？

== 一方面美国的半导体变得难以进入中国，中国为了能

独立生产半导体，政府发放丰厚的补贴，大规模建设工厂。

中美双方半导体的供求过剩，很担心生产体制的秩序会走向

崩溃。

【问】听说贵公司要将海外销售比例目标由现状的 6 成

提升至 8成，具体的策略是？

== 希望利用半导体用途石墨材料以外的产品，开拓市场

占有率较低的美国和欧洲市场。扩充当地的加工据点，完善

自产自销的经营体制。若能实现的话，美国保护主义关税上

涨的影响可降到最低。

【问】我们关注到股票市场上一些太阳能用途材料正在

减速。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事业环境呢？

== 坦率的讲呈现低迷的状态。作为最大市场的中国太阳

能电池厂家，其 2018 年下半年的工厂稼动率约降至上半年的

一半左右。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半导体用途石墨材料的生产。

因为半导体用途的利润率较高，所以业绩反而是增加的。

【问】今年 5 月份，您再任会长后，一直在推进至 2022

年的中期经营计划，一切都顺利吗？

== 因为大多数投资家普遍迷茫：究竟应把什么往什么方

向投资呢？所以我们也正在落实为实现计划而制定的具体对

策。再次评估后的内容将在 2018 年 12 月的决算中发表。

野原町中姬道下 2181-2。

由于 LED（发光二极管）的需求量增加，为增加下一代

MOCVD（有机金属气相沉淀法）的部材 --- 基盘（在等静压石

墨的表面进行 SIC 涂层的产品）的产能，而进行的战略投资

扩产。

随着工厂的正式稼动，2020 年 SIC 涂层石墨产品的整体

产能将比 2017 年增加 1.5 倍，LED 用途销售也将同比增涨 3-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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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 STT 企划 冯晓文

背景：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正式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为了能正确、顺利的丢垃圾。回顾一下，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居委会大妈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从不早起的上班族，

早早起来丢垃圾；熬夜不再为了刷剧，而是恶补垃圾分类。

从谈垃圾色变，到从容自信地面对居委会大妈，顺利完成丢

垃圾的功课，是时候检验我们的真本事啦！东洋炭素面向所

有员工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挑战赛

比赛分为两部分：

（一）【初赛】

垃圾分类知识手机问卷答题，通过手机扫描海报中的二

维码即可开始线上答题，完成问卷可参与抢红包，参赛者（东

洋炭素员工）成绩前 10 名进入晋级赛

（二）【晋级赛】

垃圾分类知识现场抢答赛，10 位晋级者开启现场争霸模

式，奖品很诱人，有迪士尼家庭票、索尼耳机和榨汁机等。

初赛开始了，虽然正值大暑时节，但是东洋炭素员工对《垃

圾分类知识挑战赛》手机问卷的热情，如每日的温度居高不下，

休息时间、午饭后、下班后大家都在积极填做问卷，憋着一

股劲，非要在分数上争个高下不可。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10 位晋级者脱颖而出，将进入接

下来的《垃圾分类知识挑战赛》的现场抢答环节。

晋级赛现场抢答时间定于：7月 31 日

【决赛】

2019 年 7 月 31 日，东洋炭素举办了《垃圾分类知识挑

战赛现场抢答争霸赛》。

现场颁奖

10 位选手从初赛【手机问卷】中脱颖而出，进入【现场

抢答】争霸赛，经过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和手绘图多轮

比拼下来，冠亚季军火热出炉。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方晓纯

 二等奖 沈栋梁 肖雯

 三等奖 陆剑清 薛涛 陆荣祖

选手就位

选手答题中

裁判组 手绘题评审中

气氛紧张起来

安全防火 人人有责

东洋炭素垃圾分类知识挑战赛
lassifying Rubbish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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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骑行 骑乐无穷
“精彩人生 骑乐无穷”是东洋炭素骑友社的口号，秉承骑乐

无穷的理念，2019年4月20日，骑友社一行队员开启一日“寻梦游”。

早上 9:00 在泰晤士小镇门口集合，出发前往青浦寻梦园。4

月正是春雨贵如油之季，在朦胧小雨中骑行别有一番风味。一个

多小时的骑行很快就到寻梦园，进园后边走边欣赏争相开放的花

朵，很快就来到烧烤区，经过一上午的骑行，各种美味的烧烤做

午餐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开始在炉边忙活起来。

享用过美味的午餐，就是自由活动时间，继续畅游寻梦园或

者按原路线返程回家，结束愉快的骑行活动。

为了增强东洋炭素员工的安全防火意识，让大家进一步

了解掌握火灾的处理流程，以及提升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

的协调配合能力，增强人员在火灾中互救、自救意识，明确

防护负责人及义务消防队员在火灾中应尽的职责，特开展消

防演习活动。

2020 年 5 月 22 日 15:00 正常工作状态下警铃响起，指挥

小组成员在各个场所进行逃生指挥，消防维保人员在控制室

开启逃生警铃 , 现场张海峰切断照明电源逃生演习开始，由

各部指挥小组成员维持秩序和指挥。15:15 进行灭火器灭火、

化学品泄漏应急演练，先由消防维保人员给大家讲解灭火器

在蒙蒙小雨中开启骑行 在路上  

在路上  寻梦园中来“寻梦”

一人一个炉子，烧烤大竞技

安全防火 人人有责

■ 撰稿 /STI 管理部 陆剑清

——记东洋炭素消防演习活动

的使用方法并演示给大家看，然后现场多位员工进行灭火器

演练，进行扑灭火焰，动作正确规范。演习于 10:20 结束，5

分钟内所有人员回到各自岗位继续工作。

2020 年 5 月 22 日 20:10 在员工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夜

间逃生演习。由现场班长按响警铃并担任指挥人员，指挥员

工进行逃生演习，逃生演习结束后大家一起进行灭火演练，

20:30 夜间演习顺利圆满完成。

通过白天和夜间的消防演习活动的开展，在整个逃生演

习中，全部人员均参与，同时过程有序，各指挥人员也是沉

着冷静，指挥有序。安全第一，警钟长鸣。

ire protecti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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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4年，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即已成为大规模生产各向同性石墨的企业，时至今日，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生产的石墨产品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40多年来，东洋炭素株式会

社（ToyoTanso）在半导体行业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伴随着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如机器人、

物联网、智能设备和大数据）新时代，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将不断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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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元素产品将面临无限的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

董事会代表、董事长兼总裁、首席执行官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

科学技术产品的迅速进步，通常是与其组成材料和部件

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的，然而这些材料和部件的发展是终端

消费者无法以肉眼感知到的。尽管上述材料和部件对现代科

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能够

协助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家庭提供能源，为汽车提供动力，

甚至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有些部件或复合材料不仅不为人们

所见，甚至许多部件或复合材料仍为公众闻所未闻。

人们可能会去谈论车轮、灯泡、电视和互联网的发明，

但很少有人会提及各向同性石墨的发明，而石墨恰恰是高科

技产品和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向异性且用途有限的传

统石墨相比较，各向同性石墨由于其微粒子结构而具有更高

的强度，且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超高的耐热性、优异的化学

抗性和导电性，同时重量轻，并易于加工。

如今，各向同性石墨在汽车制造业、半导体行业、可再

生能源工业和核电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领先的制

造商不断改进其生产背后的技术，各向同性石墨的应用范围

也将继续扩大。同样的，在未来几年，全球各向同性石墨市

场预计将以每年 4.3％的速度增长，到 2024 年将达到 13 亿

美元，高于 2019 年的 9.1 亿美元。

这种开拓性材料在工业上的应用可以追溯到 1974 年的

日本，当时，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已经成为世

界上成功批量生产大尺寸各向同性石墨的企业。

此后公司不断投入进行研发和创新，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市

场需求。从汽车、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到医疗设备、

太阳能电池板、航空航天和医疗保健等，东洋炭素株式会社

（Toyo Tanso）的各向同性石墨产品遍布整个工业领域，其

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而备受推崇。

公司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已经为半导体行业服

务超过 25 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通过提供创新材料和解决方案，帮助公司及其客户提

升企业产能、增强竞争优势。

因此，在其他日本公司落后于中国、美国、欧洲和韩国

竞争对手的同时，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又是如

何设法保持其自身的竞争优势的呢？公司总裁近藤尚孝先生

（NAOTAKA KONDO）说：“从原材料的采购到最终产品的制造，

每一步我们都力求做到勤奋和细心”。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解释说：“从选择合适

的原材料开始，到产品设计、研究技术要求，例如热膨胀系数、

弯曲强度或耐热性等，一直到产品制造，我们始终需要牢记

客户的需求，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发展。这是一个持续的学

习过程，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产品的新应用领域。”

“以石墨为例，使用环境温度越高，就要求产品越坚

固。由于其制造工艺温度高，可以在高温下使用，并具有在

1000℃至 2000℃时增加强度的性能。

“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产品适应更广泛的应用。通过
混合不同的材料，例如金属、树脂或陶瓷，我们可以
进一步扩大产品的可用性范围，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

商机

Busines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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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在全球 12 个国家拥
有 16 家子公司，目前已占全球销售额的 60%，但公司计划
继续扩大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碳化硅的耐高温性可以高达 1400℃，而石墨则可以高

达2500℃。因此，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产品适应更广泛的应用。

通过混合不同的材料，例如金属、树脂或陶瓷，我们可以进

一步扩大可能性的范围，并满足市场的需求”。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的开创性技术
各向同性石墨的独特性能使其适用于多种用途，而高科

技行业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迫使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开发碳 - 碳（C/C）复合材料。正如 46 年前将各向同

性石墨推向市场一样，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使

用这种开创性的碳 - 碳（C/C）复合材料改变了行业格局。与

各向同性石墨相比较，碳纤维增强碳 - 碳（C/C）复合材料具

有更轻、更强、更具弹性、更耐热和更易于处理的优异性能。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解释说：“在半导体

行业，为了提高产能，使得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尺寸越来越大，

根据这一趋势，我们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石墨产品也越来

越重，尺寸越来越大”。

“因此，半导体行业的客户正在采用更轻的碳 -碳（C/C）

复合材料。不仅是在半导体行业，在其他行业，对设备的尺寸、

升级和设备部件的轻量化要求都存在这一趋势，因此我们期

待着该产品的进一步扩展。“碳 - 碳（C/C）复合材料还被应

用于日本航空宇宙探索机构，以用来开发小行星探测器和用

于核聚变反应堆的等离子体测试设备。为了提高石墨产品的

性能，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还开发了一系列化

学气相沉积（CVD）涂层技术，用于制造先进的半导体，这些

半导体需要高纯度的成分，具有更高的耐热性、抗氧化性和

耐化学品性。

例如，PERMA KOTE ™是一种涂覆了碳化硅（SiC）的石墨

产品，在用于智能传感器、发光二极管（LED）照明、物联网

（IoT）和大数据技术，以及汽车电子系统的半导体制造过程中，

碳化硅被作为一个感应器。为了满足相关行业日益增长的需

求，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在 2018 年宣布向公司

位于香川县（Kagawa Prefecture）的技术中心投资25亿日元，

以提高公司的碳化硅（SiC）涂层石墨产品的产量。

如今，功率半导体制造商正在使用碳化硅（SiC）、氮化

镓（GaN）、氮化铝（AlN）和氧化锌（ZnO），这些单晶制造

工艺涉及在高温和恶劣环境中使用氨气和氯化氢等腐蚀性气

体，因此需要更加坚固、更耐用的石墨材料。这就促使东洋炭

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开发出 EVEREDKOTE 产品，这是一

种高纯度各向同性石墨基体，上面覆盖着致密的碳化钽（TaC）。

该碳化钽（TaC）涂层的熔点约为 4,000℃，，具有超高的热

耐久性。而且无裂纹，抗热震性好。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的另一项创新涂层技

术是 GLASTIX KOTE，这是一种表面涂有类玻璃碳材质的石墨

材料。GLASTIX KOTE的应用范围包括：硅单晶拉拔装置零件、

外延生长零件、连铸模具和玻璃密封夹具，上述材料可提高

耐磨性，防止刮伤和其他摩擦，并减少粉尘的产生。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解释说：“GLASTIX 

KOTE 是一种可以用于半导体领域以外应用的产品，它结合了

树脂涂层技术和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开创的石

墨转化技术”。

着眼于一系列行业的全球增长
四十多年来，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一直在

半导体行业占据着重要地位。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

来，即机器人技术、物联网、智能设备和大数据技术，高性

能半导体构成了这些技术的基石，而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通过不断开发高性能的复合石墨产品，仍将在世界进

入一个新时代之际保持不断前进。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采用独特技术制造的
碳化硅 / 碳化钽（SiC/TaC）复合材料电芯，推动了碳化硅
（SiC）半导体制造的发展。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说：“我们相信，随着

电脑和智能设备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方面变得越来

越重要，有机硅晶体和复合半导体的市场也将变得非常强大，

并将继续快速增长”。他还指出，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在其他行业的增长机遇也异常活跃，例如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

“汽车制造业是我们的材料应用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该行业对材料的要求通常集中在更好的强度、更轻的重量和

更低的成本上。对于火车制造业，则要求复合半导体材料具

有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耐热性以及更高的抗电压性。新一代

医疗设备制造领域对石墨产品的需要也日益明显。

“在飞机制造业，我们为熔炉提供材料。我们的产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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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
logical products are often the re-
sult of rapid improvements in the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that
remain hidden to the naked eye
of end consumers. Not only do
these components or composite
materials remain unseen, many of
them remain unheard of by the
general public, despite their pro-
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echnologies that
today sit in our pockets, assist us
at work, power our homes and
cars, and even save our lives.

People will talk about the in-
vention of the wheel, the light
bulb, the television and the in-
ternet, but perhaps few will have
ever considered the invention of
isotropic graphite, which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hi-tech
products and equipment. Com-
pared to conventional graphite,
which is anisotropic and has
limited applications, isotropic
graphite is much stronger due to
its micro-particle structure, with
higher reliability, ultra-high heat
resistance, excellent chemical re-
sistance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
ity, while also being lightweight
and easy to machine.

Today isotropic graphite has
an almost endless array of ap-
plications, from automobiles
and semi-conductors,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with
leading manufacturers improv-
ing the technology behind its
production, the range of appli-
cations for isotropic graphite will
continue to grow. Similarly, the
global isotropic graphite market
is expected to register revenue
growth of 4.3% annually over
the coming years, reaching $1.3
billion by 2024, up from $910
million in 2019.

Industrial use of this ground-
breaking materi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Japan in 1974, when Toyo
Tanso became the first compa-
ny in the world to successfully
mass produce large-size isotropic
graphite. Since then the com-
pany has constantly invested in
R&D and innov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a constantly develop-
ing market. From automobiles,
home appliances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to medical devices,
solar panels, aerospace and med-
ical care, Toyo Tanso’s isotropic
graphite products are found
across the industrial spectrum,
and are highly regarded for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span
the globe, and in the U.S. it has
been servicing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r over 25 years. One
of the top-three manufacturers
worldwide, Toyo Tanso has re-
maine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graphite industry by providing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solu-
tions to help both the company
and its customers to stay ahead
of their competition.

So while other Japanese com-
panies have fallen behind com-
petitors in China, the U.S., Europe
and South Korea, how has Toyo
Tanso managed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edge over its rivals?
For company president, Naotaka
Kondo, it’s about the diligence
and care that goes into every
step of the production, from pro-
curement of raw material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

“We select the appropriate raw 
materials to start; we design the 
product, study the technical require-
ments such as coefficient thermal
extension, bending strengths or heat
resistance, and we go all the way
to the fabrication itself. We always
need to keep in mind our customer’s
desire and adapt our develop-
ment accordingly. It is a continu-
ous learning process as we always
search for new applications for our
products,” he explains.

“With graphite for example,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usage environment, the stronger
the product will be. It can with-
stand use in high temperatures
due to its high manufacturing
process temperature and has
unique properties that in-
crease strength at 1,000°C
to 2,000°C.

“The temperature resist-
ance of si l icon carbide can
go up to 1,400°C, whereas
with graphite, it can go up
as high as 2,500°C. As a
consequence, we can adapt
our product to a wide range
of appl icat ions .  By mix ing
dif ferent materials such as
metal and resin or ceramics,
we can expand the range of

our poss ib i l i t ies  even fur-
ther  and address the mar-
ket ’s  needs . ”

Toyo Tanso’s groundbreaking
technologies
While isotropic graphite’s unique 
properties make it suitable for mul-
tiple applications, the constantly 
evolving demands of customers in 
hi-tech industries compelled Toyo 
Tanso to develop C/C composite. 
Just as it did 46 years ago when 
it introduced isotropic graphite 
onto the market, Toyo Tanso 
changed the game with this
groundbreaking carbon-carbon
composite material. Reinforced
by high strength carbon fiber,
C/C has superior properties
that make it lighter, stronger,
more elastic, more heat resist-
ant and easier to handle than
isotropic graphit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
try,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or semiconductors is becoming
bigger in size to increase the vol-
ume of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is trend, our graphite products,
which are used in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or semiconductors,
are also getting heavier and big-
ger in size,” explains Mr. Kondo.

“Therefore, semiconductor
customers are adopting lighter
C/C composite products. Trends
in size, upgrading equipment
and lightweight requirements
of equipment parts are not only
see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
try but also in other industries,
so we are looking towards more
expansion of this product.”  C/C
is also being used in asteroid
probes developed by the 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and plasma testing equipment
for nuclear fusion reactor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its

graphite products, Toyo Tanso
has also developed a series
of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 coating technologies used
to make the latest state-of-the-
art semi-conductors that require
highly purified components with
higher resistance to heat, oxidiza-
tion and chemicals.

PERMA KOTE™, for example,
is a graphite product coated
with silicon carbide (SiC),  which
serves as a susceptor in the man-
ufacturing process for semi-con-
ductors used in smart sensors,
LED lighting, IoT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utomo-
tive electronic systems.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coming from these industries, in
2018 Toyo Tanso announced a
JPY 2.5 billion investment in its
Technology Center in the Kagawa
Prefecture to ramp up production
of its SiC-coated carbon graph-
ite products.

Today, manufacturers of power
semiconductors are using silicon
carbide (SiC), gallium nitride
(GaN), aluminum nitride (AlN),
and zinc oxide (ZnO), with these
mono-crystallin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volving high temper-
atures and harsh environments
using corrosive gases such as am-
monia and hydrogen chloride –
thus requiring even stronger and
more resistant graphite materi-
als. This led Toyo Tanso to devel-
op EVEREDKOTE, a high-purity
isotropic graphite substrate cov-
ered with dense tantalum car-
bide (TaC). With a melting point
of approximately 4,000°C, this
TaC coating provides ultra-high
thermal durability. Moreover, it
is crack-free and has excellent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

Another of Toyo Tanso’s coating
innovations is GLASTIX KOTE, a
material coated with glass-like
carbon on a graphite surface.
Offering enhanced durability
against scratching and other fric-
tion,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gen-
eration of dust, GLASTIX KOTE’s
applications include: parts for
silicon single crystal pulling de-
vices; parts for epitaxial growth;
dies for continuous casting; and
glass sealing jigs.

“GLASTIX KOTE is a product
that can be used for applica-
tions other than semiconduc-
tor processes and combines
resin coating technology and
graphite conversion technology
pioneered by Toyo Tanso,” Mr.
Kondo explains.

Eyeing global growth in a range
of industries
Toyo Tanso has been a vi-
tal cog in the ever-involving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r over four decades. And
through its constant develop-
ment of the most high-per-
forming composite graphite
products, it will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as the world em-
barks on a new era defined
by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
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robotics, IoT, smart devices
and big data – technologies
for which high performing
semi-conductors  form the
bui ld ing b locks .

“We believe that the silicone
crystal and compound semicon-
ductors markets are becoming
very strong and will continue to
grow at a fast pace as the use of
computers and smart devices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every
day and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says Mr. Kondo, who also
points out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other industries in which Toyo
Tanso is highly active, from trans-
port and aerospace to renew-
able energies.

“Automobile is one of the sec-
tors in which the application of our
materials is growing the fastest, 
and the requirements are usually 
focused on better strength, im-
proved light weight, and minimized
costs. The train industry also re-
quires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with higher resistance to speed, 
heat and voltage. The opportu-
nities are also signific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aircraft industry, we 
provide materials for furnaces.
We are even active in the aero-
space industry, where our prod-
ucts are used by engine manu-
facturers. Solar energy is indeed
becoming prominent for us also
since we contribute to making
carbon-fiber panel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
tive, Toyo Tanso aims to con-
tinue expanding its pre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hich
already accounts for 60% of
its sales. The company has es-
tablished production and sales
bases in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China,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The USA is one region where
the company sees ample op-
portunity to bring its high-
quality graphite products to a
wider customer base. With its
U.S. headquarters situated in
Troutdale, Oregon, Toyo Tanso
recently established a sales of-
fice in Washington DC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ales and mar-
keting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the country.

China, naturally, is another
big focus area, where many
manufacturers have opted for
high-quality, high-performing
components made by Japanese
companies over cheaper versions
offered by domestic suppliers.
The Dragon economy, therefore,
offers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
ternationally reputable Japanese
firms like Toyo Tanso, which
already has four subsidiaries
around Shanghai and recently
inaugurated a new manufac-
turing facility in Chengdu.

“We are expanding in China and
our future plan is to continue in-
creasing our presence there since

it is the most popul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endless pos-
sibilities,” says Mr. Kondo.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new Chengdu subsidiary,
Toyo Tanso aims to further ex-
pand sales of its carbon brush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oth-
er high-quality product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company’s
rich portfolio, carbon brushe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role
in the flow of electric current
between stationary and rotary
parts in motors and generators.
Toyo Tanso’s brushes are used
in a broad range of industries,
but mainly for home appliances
and power tools.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big-
gest growth potential are undenia-
bly China and the USA, followed by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 adds 
Mr. Kondo. “The reason behind this
is because our main segments are 
the semiconductor and the auto-
motive industries, which are all 
rapidly increasing in these coun-
tries. In addition, we are currently 
putting a big effort into trains; we 
are noticing that the train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and 
utilizes our products.”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With such a wide global base,
Toyo Tanso strives to ensure that
its long-standing culture of inno-
vation and creativity is adopted
by its 16 overseas subsidiaries;
while also offering regular evalu-
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its in-
ternational employees as a form
of constant encouragement and
motivation. This strong corpo-
rate culture ultimately ensures
that Toyo Tanso’s reputation for
high-quality and the spirit of in-
novation are maintained across
its international bases.

“We recently established a new
division, the ‘corporate planning
division’, which ensures that our
philosophy is shared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want our employ-
ees to be excited, to be proud
and to be keen on constantly in-
novating. We also put a big effort
into the appraisal of employees,
into recognition of their efforts
and we keep track of their perfor-
mance records,” says Mr. Kondo.

“Another thing we are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is the different 
checks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we maintain high quality uniformly
across all the companies and one 
way in which we are doing so is by 
monitoring defects – recognizing 
what has happened, why it hap-
pened and then sharing that in-
formation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 
all of the other plants. As a result, 
we are improving our efficiency, 
performance and transparency 
across the world.”

JAPAN

SiC/TaC-coated hybrid susceptor, manufactured with Toyo Tanso’s
unique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the evolution of SiC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oyo Tanso was the first company in the world to mass produce isotropic graphite back in 1974 and today its high-quality graphite products are used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A vital cog in the ever-involving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r over four decades, Toyo Tanso will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as the world embarks on a new era defined by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robotics, IoT, smart devices and big data.

Unlocking endless opportunities in carbon

Toyo Tanso has a global network made up of 16 subsidiaries in 12 countries and aims to continue expanding its
pre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hich already accounts for 60% of its sales.

“We can adapt our product to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By mixing different materials
such as metal and resin or
ceramics, we can expand
the range of our possibilities
even further and address the
market’s needs”

MR. NAOTAKA KONDO,  
Representative Director, 
Chairman & President, CEO, 
Toyo Tanso

Toyo Tanso contributes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pursuit of the possibilities in carbon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www.toyotan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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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工业，例如发动机制造商。因为石墨可

被用于制造碳纤维面板，因此太阳能行业对我们来说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

从地域角度来看，尽管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

在国际市场已经占有 60% 的销售额，但其目标仍是继续扩大

其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公司已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

括中国、美国、欧洲和亚洲）建立了生产和销售基地。

美国是公司认为有大量机会将其高质量石墨产品推向更

广泛的客户群的地区之一。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

在美国的总部位于俄勒冈州的特劳特代尔（Troutdale），最近，

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销售办事处，以加强在该国东部地

区的销售和营销活动。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说：“由于中国是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发展潜力无限，我们的未来计划是

继续扩大在中国的市场”。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通过在成都设立新的

子公司，旨在进一步扩大其炭刷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作为公

司丰富产品组合的一部分，炭刷是另一种高品质产品，它在

电机和发电机的固定和旋转部件之间的电流流动中起着重要

作用。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的炭刷广泛应用于

各个行业，但主要用于家用电器和电动工具。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补充说：“不可否认，

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其次是德国、法国和意

大利”。“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的主要部门是半导体和汽

车工业，而这些行业在上述国家都在迅速增长。此外，我们

目前正在大力发展产品在火车制造业的应用；因为我们注意

到火车制造业正在经历快速增长，并广泛使用我们的产品”。

创新的灵感
凭借如此广泛的全球基础，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致力于确保其 16 家海外子公司采用其悠久的创新文

化，同时，定期对其国际员工进行评估和表彰，将其作为一

种不断鼓励和激励的形式。这种强大的企业文化最终确保了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在全球范围保持创新的精

神。

近藤尚孝先生（NAOTAKA KONDO）说：“我们最近成立

了一个新部门，即“企业计划部门”，以确保我们的理念在

全世界得到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感到兴奋、自豪并热

衷于不断创新。我们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对员工进行评价，认

可他们的努力，并对他们的业绩记录进行跟踪。”

“我们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另一件事是进行不同的检查，

以确保我们在所有公司中能够统一保持高质量，而这样做的

一种方法是监视缺陷 - 识别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种情

况，然后尽快与所有其他工厂共享该信息。得益于上述措施，

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效率、绩效和透明度。”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创新的灵感

东洋炭素株式会社（Toyo Tanso）通过追求低碳排放为世界做出贡献

本文由 WORLDFOLIO 发行。其他信息在华盛顿特区司法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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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开篇语——开卷有益

编者语：

多久没读书了？

有千百个理由挡在拿书的手之前，手机天天充

电都不够用，你多久没为自己“充电”？读书是生

活中的奢侈品，没有安静的书桌、没有一段空闲的

时间。读书真的那么重要？读书又什么用呢？

东洋炭素的读书会——炭魂读书会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成立，詹国彬总经理任读书

会会长。同时，《炭魂》的读书栏目《悦读》从本

期开启，《悦读》栏目的使命是为大家推荐好书、

新书，也为书友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欢迎大家投

稿读后感、书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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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Enjoy reading

——詹国彬总经理

2020.4.23

完善知识结构 增加知识储备

完善的知识结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学校读书的

十几年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通过读书去完善自我

的知识结构。科技和各学科也是在发展进步中，也需要不断

的获取新的知识，以增加知识储备。

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信息的辨识力

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信息可谓是大爆炸，打开手机、

电脑各种信息充斥眼球，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只会

人云亦云，被扭曲的信息所迷惑，而读书是可以培养独立思

考能力。

在工作中业务能力提升

不论是工具类的书籍、思想哲学类的书籍，亦或是经济

类的书籍，通过读书和思考，都可以或多或少应用到工作中，

提升自我的业务能力。

“开卷有益”古来有之，只要打开一本书，读完，收获肯

定是有的。2020年是东洋炭素的“蓄势年”，希望大家一起“开

卷”读书，为自己充电加油，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们

东洋炭素成立炭魂读书会。

本期领读书目

《海啸》

 田中芳树 【日】 

领读人：詹国彬

今天我推荐的书名是《海啸》，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科幻

小说家，他的名著《银河英雄传说》、《创龙传》等，被翻

译成多种文字，改编为动漫、漫画等，风靡全球。

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者，编写了多部南

北朝之后的中国历史书籍，特别擅长把握历史的关键瞬间，

从中演绎人物和民族的故事，述说他们的命运。读者往往会

从他那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准的人物刻画中获得角色认同，

自觉不自觉地将渺小的自我融入到历史民族的命运之中。

基于史实，《海啸》描写了南宋末年元军铁蹄南下，攻

克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皇帝投降之后，主战大臣们拥立

新的皇帝，一边向南逃亡，一边抗击元军的故事。历时 3 年

多艰苦卓绝的抗争，战争场面来到珠江出海口的崖山。由几

千艘船只组成的海上朝廷和十多万南宋军民护佑的幼主，被

围困在崖山附近的大海里，海战场面惊心动魄，最终由于断

粮缺水，宋军船阵被强大的元军攻破，宰相陆秀夫身背年仅

8 岁的皇帝投海自尽，随后宋军的文臣武将和宫廷军民宁死

●写在读书日暨炭魂读书会成立之时

“打开一本书，无论是什么
书，坐下来耐心读完，总会
有收获。”

READING为何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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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将领的智谋和凶残也多有着墨。其间的人物和文化冲突

跌宕起伏，可读性很强。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选择从贾似

道被绞杀到崖山海战的短短 3 年半的关键节点，生动地叙说

了立国三百多年的汉族政权 -大宋王朝葬身海底的命运。

书中有这两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开篇故事，县尉郑虎臣绞杀佞臣贾似道。

末篇故事，被俘的文天祥目睹全程海战。

读这本书给我个人的启示：国破山河在。虽说“崖山之

后无华夏”，但是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险，始终挣扎在外族

入侵和内乱的反复循环之中，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使中

华民族的智慧和韧性再次得以发扬光大，近代以来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尚在延续，中国也从“中央帝

国”的自我认知中脱胎换骨，渐次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另一

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厚土，血缘宗法制度，中央集权

制度和儒家礼教对国民性格的确立具有正负双重影响。课题

巨大而沉重，不再展开谈了。

阅读这本书，如果能结合宋朝的大历史背景，读起来就

更有深度。我也搜肠刮肚，试图对宋朝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

化梳理一个简单的梗概，供大家参考。

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公元

960 年），经北方金人入侵，掳走钦徽两宗的“靖康之耻”，

北宋亡，继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公元 1127 年），临安府举

城投降（公元 1276 年），至崖山海战（公元 1279 年），历

时319年。处于秦汉大一统（公元前221年始）王朝至今（21

世纪）2000 多年的时间中位。伴随着北方蒙古的入侵，华夏

汉人开始大批南徙，文化和经济中心逐渐由中原转移到江浙

沿海和湖广，是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期。

Tips：一般社会经济状况

北宋初期人口 3700 万，1124 年 1.26 亿。

公元 1000 年，人均 GDP450 美元，同期欧洲（东罗马帝

国 /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时期）的人均 GDP400 美元。

小农经济 +乡绅文化的确立

城镇规模巨大（开封府和临安府人口达百万以上），经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焦

虑，如何能静下心来？

不妨试着翻开一本书

开启阅读——读的是书，悦的是心！

 炭魂读书会

东洋炭素读书会成立了

现在开始招募会员

为自己储能充电

一起读书吧

12 元入会

挑战一年读 12 本书

一般成年人阅读非科研类、艰涩难懂的文章是 1 分钟

300-400 字，如果按 300 个字算：

每天一刻钟：  300*15=4500 个字

一个月：4500*30=135000 个字

一年：135000*12=162 万字

如果是一本 200 页（约 14 万字）中等厚度的书

可以看 12 本

如果每一天可以抽出一刻钟

一年就可以完成 12 本书的阅读挑战

如果你每天有一刻钟，一起来挑战吧！

悦读Enjoy reading

济繁荣，货币金融发达。（清明上河图）

科技，印刷，造纸，瓷器，纺织，造船业规模化，海外

交流频繁，向海洋发展。

散文诗词发达，著名词人辈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

李清照，柳永，辛弃疾）。

文化核心—理学（儒释道“三教合一”）濂洛关闽—朱

熹集大成。确立了之后 1000 年华夏的基本学术形态和文化核

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知识分子（士人）的人格形成。

读 书 会
R e a d i n g  C l u b

不屈，纷纷投海，以示忠孝。战斗结束后，海面漂浮的尸体

达十万多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亡国悲剧。其悲壮的场

面每每令人掩面唏嘘，发命运之问，随有“崖山之后无华夏”

的说法。

书中既有对民族英雄文天祥，武将张世杰，文相陆秀夫

（并称“宋末三杰”）等正面人物的称颂描写，也有对佞臣

贾似道，奸臣陈宜中等人物命运的刻画，当然对入主中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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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没有人生来就懂得自律，反而对放纵无师自通。偏爱舒

适的人性，本能的抵触约束，更反感自我约束。人在放纵中

肆意释放欲望，享受短暂脱离残酷现实的痛快。欢愉后的空

虚与焦虑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自律，并制定了约束计划，但没

坚持几天，再次沦陷在自我放纵中。

有些人的自律之所以是假的，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

为自己制定了许多计划，只是因为感觉人就应该努力，不努

力就是堕落。偶尔努力一下就会带来一段时间的踏实感，但

是过了几天就会因为坚持不下去堕落了，这就是所谓的间歇

性努力，持续性混吃等死。自律本就是一场自我较量，胜者

走向更好的自己，败者更加颓废。

01 自律，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
卡内基曾说过： “人的每一个行为举动，都源自内心的

欲求。”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的欲求是什么？不需要宏

大而高远，只要切合实际，符合自我需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让家人生活得舒适，升职加薪 ...... 这些都可以成为人生目

标或追求的理想。

正如麦格尼尔所说：“你需要静下心来，弄清自己的欲望。

你需要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才能真的让你快乐。”

目标，是需要在脑海中不断重复的，人最大的缺点就是

容易遗忘，无论对曾经犯下的错，还是下定的决心，切肤之

痛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痛改前非，结果遗忘让自己重蹈覆辙。

通过不断地重复，将自我需求刻入大脑，融入灵魂。

有了明确目标后，需要制定计划。麦格尼格尔在《自控

力》中写道：“你需要一个生活规划，来结束你内心的挣扎。”

人总能制定出许多计划，但最后都被丢入垃圾桶，鲜少有坚

持下来的。有人羡慕汪涵深厚的主持功底和出口成章的天赋，

他却笑着说：“很多人都认为我凭空成了这样子，但背地里

我其实是个非常努力，自律的人。我大约有十几，二十年没

有进过卡拉 OK，也没去泡过吧。我几乎每天都在自己的书房

里看书。为了完下当天的任务清单，经常从晚上 9 点看到早

上 7 点。不光这样，我还会书上触动的句子记录下来，反复

揣摩，看什么时候可以用得上。”

天赋需要格外的努力与自律辅佐，成就在于每日的累积

与坚持。将计划细分至每日，一点一滴的完成，毕竟“不积

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02 由生活的自律升华至人格的自律
《自控力》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集中注意力，拒绝诱惑，

控制冲动，克服拖延是非常普遍的人性挑战。”这个用来形

容已故的科比布莱恩特最恰当不过了，他留给世人的不仅仅

是骄人的战绩，更留下了永不落幕的坚持与努力。

“你有看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么？每天洛杉矶早上四

作为成年人，
请你把“放纵”戒了吧
■ 文/ STI 品质部 王俊

励志鸡汤Inspirational Articles

bstain from
indulgenceA



28

CARBON SPIRITS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点仍然在黑暗中，我就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一

天过去了，洛杉矶的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两天过去了，黑暗

依然没有半点改变；十多年过去了，洛杉矶街道早上四点的

黑暗仍然没有改变，但我却已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

力量，有着很高投篮命中率的运动员。”他早已从一个优秀

的运动员升华为伟大的人，一个具备了坚韧、努力、控制力

的自律伟人。

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它必将影响人的品格，具备自律

品格的人也终将通往成功的殿堂。不会彷徨，更不会放纵，

在自我的较量中升华内心的力量。

03 越自律，越自由
当一个人缺乏自律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总是受习惯和诱

惑的影响，要么就是被他人的思想观念所扰，几乎永远不可

能去做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白岩松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越

自律越自有。我因为自律所以我可以自由奔跑。”

知乎上有一个点暂很高的回答：我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后来发现自律的人才会有自由。自律带来的是

一时的约束，但坚持下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你想提升

励志鸡汤Inspirational Articles

自己的认知，并制定了阅读的计划，那么就要放下手机，远

离追剧，将时间充分用在读书上，长此以往，无论是知识还

是眼界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主宰自己精神世界的人将是无比

自由的。

放纵带来短暂的欢愉，但无法获得内心正真的需要，不

控制，不约束，毁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精神世界。

而自律的人，为了获得长久的踏实，必会坚持而努力。自律

的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实现内心的需求；自律的人，才会

真正明白苦尽甘来的人生真谛；自律的人，将主宰自己的精

神世界，获得心灵的自由；自律的人，将拥有坚韧的品格，

成为人生赢家。

在这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中，获得的不单单是自控力，

而是学会了如何接受相互冲突中的自我，并将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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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画意Poetic Charm

金陵行
晚清腐朽饱私囊，

封建桎梏必灭亡；

年轮更替滚向前，

天下为公民同享。

山巍峨，峦叠嶂，

民族枷锁终解放；

天穹苍，路坦荡，

日月同辉照四方。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的领导同日月之光辉，普照众生，千秋万代。）

    子衿
子衿青青美少年，

花开松外舞翩翩；

曾有《诗经》悠悠女，

天涯望断泪涟涟。

拈 花 游
拈花湾里半日闲，塔落红雪禅意绵；

飞瀑飘洒映孔雀，龙戏铁花星满天。

菡萏丽人水中舞，行人幽径雾弥漫；

街灯十里犹未尽，香月客栈忆童年。

■ 诗 / STI 生产部 张斌

■ 画/STI 管理部 肖雯（女儿）曾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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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闲谈Essay&Chat

看看英国的做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做法（除伊朗，韩国），

再对比一下我们国家的做法，大致可以得出，中国这种在极

短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控制突发疫情需要一个国家肯下决心，

敢下命令，因此我们用近两个月的经济停摆换来了现在的卓

有成效的抗疫成就，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他们在干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90+的试卷摆在台子上，

让你随便抄，有的国家不抄，有的国家抄了其中几道题的答案，

还有的国家抄到了也是勉强及格。

来说说我们国家为啥可以取得这份抗疫的高分试卷（就

目前而言），这离不开我们强大的国力和民族的团结。哪个

国家的国民可以一声令下，全部待在家里不出门？哪个国家

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哪个国家在前期收到援助

之后，以十倍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哪个国家在

自己国家还处在抗疫关键时期时派出多个小组去援助伊朗、

意大利等国家？（四川派的小组。为啥要派呢？就是因为 12

年前，汶川地震，意大利派了专家来救助了我们800+的伤员，

12 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记得，这又是哪个民族做得到呢？）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做到了。

我知道我们国家在一些方面是做的还不够好，比如 12 月

底时已经有不明肺炎了，当时中央调查组去的时候武汉还在

隐瞒，说没有人传人，直到钟南山院士逼问下，他们说出好

像有……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好像只有“中国”和“外国”，

我们中国拿我们自己的短处在和外国的长处去比，以求我们

做到最好，这又有哪个国家做得到？我们现在在很多领域都

领先世界，拿个最熟悉的来说——5G，3G、4G 都是美国在制

定标准，现在我们制定标准了（虽然美国也有专利，但是我

们进步了），我们在 5G的商用上是领先世界的，这令我自豪。

话题再转回来，有人说了 , 我们封城是侵犯了人权的，

那请你们不封城，看看你们到最后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我们

的媒体报道的数据不透明，那你看看美国，它现在又是怎么

操作的？（只报道总人数，不报道每个州的人数），反观我

们国家，精确到了每个县（也许有精确到村的），这你还能

说不透明吗；有人说病毒是武汉传出来的，现在美国 CDC 也

说话了，他们流感季节死亡的人里可能就有因为新冠肺炎而

死的。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不去了解，就不会知道。

你知道外国对我们的报道有多么负面吗？要是你能去油

管或脸书去看看（方法自行百度），你会发现很少的内容是

对我们国家真实的报道，大多都是报道负面的。（一些零星

小事，夸大其词来报道）外国的一家媒体，在相差几十分钟

的两篇报道的态度截然不同（具体是啥，自己去头条 / 微博

/ 央视新闻抖音号看），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支付，在外国

绝大多数地方没有（“绝大多数”十分给面子，其实是基本

没有）；快递，你现在能想象你今天下的单，半个月后才送

来嘛？我们现在因为多等一天甚至半天都要催小哥送来（我

自己也不例外，这个我要改正）；外卖，现在我们基本 30 分

钟可以送到，外国一般一小时往上……

出生在哪个国家我们不能选择，但是我们应该热爱我们

的祖国（并不一定是中国，比如你是美国国籍，那你就热爱

美国），当你发现自己的国家有问题时，你可以提出来和别

的好的国家比较，来使我们国家改正，或者你有伟大的理想，

那你就去仕途，自己亲自改变（摩拜这类人），而不是一味

地鼓吹国外多么好，祖国多么差。难道国外的月亮比较圆？（高

中 /初中地理好好学学。）

最后我想说，我为我出生在中国，并且是一个中国人而

感到由衷的自豪。

中国加油！中国必胜！

随笔

背景：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进入公共卫生一级预警状态，武汉封城，湖北

封省……在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下，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特有感而发。

——记 2020年新冠肺炎

■ 文 / STT品保部 方燕之子 陆乐



32

CARBON SPIRITS
INSPIRATION FOR INNOVATION

随笔闲谈Essay&Chat

上帝似乎把我忘记了
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一书96岁写成，102岁出版，

活到 105岁。这位百岁老人杨绛先生对死亡有别样的称呼“回

家”，在送自己爱人钱钟书先生、自己的独女钱媛媛“回家”

后，又默默生活了许多年。时光就这样慢慢走着，边走边提问，

接着走，答案自己冒出来，所以这位矍铄的老人在书里以自

问自答的方式把深奥的问题用易懂的文字解答，字间闪现智

慧之光。

什么是人的本性？ 灵与肉的斗争中，谁做主？

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人生的价值在于遵循“灵性良

心”的要求修炼自己，完善自身。杨绛先生以深刻独到的体验，

秉笔直书的勇气和生动饱满的笔触，为在现实生活中因信仰

缺失而茫然无助的人们指点迷津。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
《活好》作者日野原重明，活了 105 岁，他将健康体检

带入日本，是日本提倡预防医学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执业时

间最久的医师之一，在行医之余，他还写作并出版了二百余

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演讲。

作为医生，日野原重明先生频繁地目睹死亡。这让

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也许死亡令人恐惧，

但它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新的开始。105 岁的生命

力，历经了太多和亲人朋友的分别，但是好像他们并没有远

去，时常在他心里浮现，这让他领悟到，人死后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以更深刻的方式留在生者的生命里。2017 年热映的

电影《寻梦环游记》通过墨西哥亡灵节的背景讲述爱与生命

的真谛，“The real death is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remembers you.”（译文：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

人记得你。）

对日野原先生来说，爱与被爱是他活着的能量源。

爱他人和被人所爱，是人类专属的独特感受。人在传递爱时，

自己也能获得幸福感。人希望被爱，亦是人之常情。

如果真的可以活很久，你准备好了嘛？

《百岁人生》一书中公布了，未来人的寿命普遍会延长，

以前是以活到7、80岁来计划人生，如果能活到100岁，工作、

生活、退休、养老金的筹备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书中有一段“寿命更长的时候，身份的界定将更多地依

赖于你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你的起点，而你所扮演的角色越多，

每一个角色在决定你的身份上所起的作用就越小。”可以活

的更久了，也有更多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情，尝试的可能性也

更多，“所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平衡工作和生活，保证你

从亲友那获得的关心和支持是出于他们对你的爱，而非出于

大发横财的期许。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的无形资产——家庭

和朋友，兴趣和激情——是我们终身幸福的最大来源。”

逆行者的光芒
试问，当门外没有了原本向往的自由，你将何去何从，

是否需要重新开始思考行走的方向？

2020 年春，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打乱了原本中国农历

新年的节奏，打乱了原本有序的社会安宁，看似渺小传染性

却极强的的新冠肺炎病毒袭来，把亲戚朋友阻挡在门外，把

向死而生

■ 文/ STT 企划部 冯晓文

“时时可死，步步为生”

天地之间除了生死，其余便是小事。可人活着总是在为各种小事而烦恼着，烦着烦着似乎忘记了

死亡的存在，突然想到死亡，似乎一切烦恼又化为乌有。

在我孩童时期，得知日本开设死亡课程，学生在死亡课上会以多种角度思考死亡这件事，从而开

始认真思考应该如何活，如何活得更有意思，哪怕死亡随时降临却不会后悔活过。

——读后杂谈

Reaction to a book or an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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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 to a book or an article
原本同住一室的家人分割阴阳两界。一切来的太突然，在毫

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隔离生活。就

在大多数蹲在家中减少外出、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时候，有一

群人却走向疫区，他们是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为了更多人

的安全，他们选择走进疫区，我们称他们为“逆行者”。面

对强势的病毒，面对一别之后会发生的未知，面对自己内心

的恐惧，逆行者义无反顾，选择离危险近一点，希望家人和

他人离危险远一点。

生死之间有大爱，大爱在他们心中，大爱有时超越了生

命，生命的真谛已无需语言来表达。

我不担心有天会死去，我担心从未活过。

“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 文/ STT 企划部 实习生 汪雪吟

——观  《狮子王》有感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有第二个世界的话，我想那必定是迪

士尼了。这充满色彩，虽有悲欢离合但无至暗时刻的土地，

是在挫折面前永远保护我的避风港。若非要在这个王国的城

墙上刻点介绍的话，我认为会这么写：欢迎来到奇幻乐园，

回去的列车是现实世界。

近期的《狮子王》真人版更是将聚光灯全照向了迪士尼

王国，男女老少都为着心中的情怀被它吸引。辛巴是荣耀王

国的小王子，他的父亲木法沙是一个威严的国王。然而叔叔

刀疤却对木法沙的王位觊觎已久。要想坐上王位宝座，刀疤

必须除去小王子。于是，刀疤利用种种借口让辛巴外出，然

后伺机大开杀戒，无奈被木法沙及时来救。在反复的算计下，

木法沙惨死在刀疤手下，刀疤别有用心地劝辛巴离开，另一

方面又派人将他赶尽杀绝。辛巴逃亡中遇到了机智的丁满和

善良的彭彭，他们抚养辛巴长成雄壮的大狮子，鼓励他回去

森林复国。在接下来一场复国救民的斗争中，辛巴真正长成

一个坚强的男子汉，领会了责任的真谛。

在我小的时候，就先接触了《狮子王》的动画版，但当

时稚嫩的心理单纯的被辛巴的勇气折服，为木法沙的死亡愤

愤不平。其实哪怕我长大，一直到观看真人版以前，我的想

法都没有深刻的改观。然而，现在再回过头重温这部著作，

我却被电影里的温情细节所感动。辛巴单纯的心思使他分不

清好坏，不谙世事却盲目自信的性格为他招致困难。即便一

次次的犯错，木法沙依旧耐心地教导他，他不怕失败了重来，

不怕每次都要冒着危险救出儿子，他只在乎辛巴是否健康地

成长，是否可以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木法沙既是辛巴威严

的老师，又是他贴心的朋友。就像这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

在孩子面前恨不得变出无数分身，可以一边严厉地教育孩子

一边和他疯似地玩耍，一边苦口婆心地开导孩子又一边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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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博基尼 AVENTADOR, 法拉利 ENZO, 保时捷 918，Mclaren 

600LT, 这些超跑的名字代表的就是速度，突破极限的速度。

无不是当今世界上能让无数男人疯狂的速度！

男人总是对那些与速度有关的运动情有独钟，我也不例

外。年少时梦想自己能拥有一台超跑，开着它飞驰在大街上，

吸引无数的目光。随着自己一点一点长大成熟，为了家人、

孩子，这份对速度的梦想与追求也只能深埋心底。

转机总是在悄无声息间突然来到，记得第一次去接触卡

丁车，是在 2013 年的初春。当时，我和几个和我一样对速度

有狂热追求与渴望的死党，一起相约去“上赛场”体验了人

生中第一次的速度与激情。坐上卡丁车的那一刻，我就兴奋

不已，那低矮的座椅，几乎完全裸露的钢管车架和身后近在

咫尺的发动机，让我整个人都热血沸腾。

踩下油门随着发动机转速的攀升，在排气带来的呼啸中

飞驰人生
■ 文 /STT 生产部 徐旦

我冲了出去。那种毫无迟滞的动力传递，没有减震的颠簸让

我心中有着一丝紧张，加速！加速！车身越来越不安分，却

又让人更加想去驾驭，想去突破。重刹，车尾直接的摆动，

轮胎的嚣叫声，带着我冲进第一弯。丢开刹车，再次全力加速，

这种感觉无比的美妙与酣畅。

意犹未尽地结束了我的第一次体验，当我艰难地从座椅

上爬出来，这时才感觉到肾上腺素飙升后的一种虚弱感如潮

水般涌来。但兴奋却又让人忍不住的想再次坐上去飞驰。就

像网上常说的，飙车一时爽，一直飙车一直爽！

黄昏悄然间就如约而至了，这次的体验后，我与死党无

不是意犹未尽。畅谈着欢笑着，相约日后定要再战一场。几

年间我们转战上海各地的卡丁车赛道，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速

度与激情，收获着朋友间的友谊与欢乐。

一起“愤世嫉俗“。父亲的角色也许不像母亲那样容易讨孩

子喜欢，往往在很多时候他们由于身负整个家庭的重任而无

法亲近自己的孩子，但如果我们可以花点心思看看他们的话，

不难发现父亲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藏着我们孩提时光的无忧

无虑，每一根白发都刻上了对我们长大成人的不舍。

在看到木法沙为了解救被困住的辛巴而不幸摔下悬崖的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可以深刻体会到辛巴的痛苦，我不怪辛

巴的逃避，不怪他的不负责，我相信木法沙也不会责备辛巴，

他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每个成长的阶段都活出不一样的人

生。无论选择的道路是对是错，只要我们永远记得自己的使

命和职责，哪怕时间再迟，也随时来得及。辛巴在荒漠上遇

见了充满正能量的彭彭、丁满，他们大肆宣传着“哈库呐玛

塔塔”的口号，意思就是“无忧无虑”。往往在伤痕累累过后，

我们很容易满足于简单快乐的生活，辛巴也是这样，他逐渐

忘记了伤痛，忘记了烦恼，也忘记了自己是谁。但人生不是

光靠这些就能走完的，就好比一场整个剧情都靠喜剧色彩撑

起来的电影，接下来再有趣的事物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一场完整的人生就要像一部优秀的电影一样，悲喜相融，在

折磨你的时候治愈你，在愉悦你的时候磨练你。辛巴最终在

巫师拉飞齐的指引下找回了自我，如果你也和辛巴一样在迷

失，在徘徊，千万不要放弃寻找突破的机会，不要放弃相信

最好的自己正在赶来的路上。

华特迪士尼说过：“我并非专门为孩子拍电影，我拍的

电影是献给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孩子，不管我们是 6 岁还是 60

岁。”虽然《狮子王》是一部动画电影，但反应的现实值得

成人一看，它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互相联系、互相统一、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是一个关于勇气与力量、成长与传承、

权力与责任、生命与循环的哲理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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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ZTT 研发部 黄琳

我很喜欢猫，我妈不太喜欢，自己稳定下来后，忍不住

就养了一只。

下面介绍我家的猫。

姓名：初三（正月初三出生）

品种：黑足狸花

性别：男

年龄：1岁零 2个月

在宠物领养网站上联系到他的原主人，原主人说小猫咪

有一点感冒，要等病好了之后才可以领养，所以等了一个月。

2019 年 4 月初去领养的时候，他都已经两个月大了，还是好

小一只，大概有我的手掌大小，弱小、无助，身上的毛也灰

扑扑的，眼睛上的蓝膜还没有褪去，走路也歪七扭八的，有

些担心自己养不活。

还好，作为出了名好养活的狸花猫，回家路上就精神起

来了，自己跑到纸箱外面，透过玻璃看世界。回家后也可以

小口小口地吃饭，吃饱了就晃悠悠地探索新环境，还要爬到

人身上，趴在肩膀上寻找温暖。

到家第一天，不吵不闹，小肚子吃的圆滚滚。一起相处

一段时间后发现，养小猫咪有好多让人头痛的麻烦，桌子上

的小件物品总能被他扫到地上，再被扫进床底下，害得我好

几次要上班了却找不到眼镜；水杯如果不及时盖上盖子，他

路过总要不请自来地尝一尝，他自己杯子里的水总是放着不

动；晚上人睡觉的时候他“蹦迪”，在整个房间里探险；兴

奋的时候，会从房间的一端急速跑向另一端，偶尔还要像个

高速弹射炮似的在你身上着陆；毫不客气地霸占你的枕头、

你的膝盖……养一只精力旺盛的小猫咪，就像是给自己的生

活添加了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你一个“惊喜”。

打骂是没有用的，除非是太严重，像是咬到人，不然怎么舍

得对一个可爱的小猫咪下手。

图 1

不过，大多数时候，初三还是个憨憨的小天使。打开家

门总能看到他蹲在门口，看到你回来就倒地露肚皮，等着你

撸；跟着你到每个角落，在你目光所及之处“揣小手”，要

是你忙你的事情不理他，他就自己跑开去一边玩，过一会再

过来卧在你旁边盯着你看；你看电脑的时候他躲在屏幕后面，

只露一双眼睛，或是漫不经心地踩过你的键盘；你写字时候，

他拿爪子拍你的笔；洗澡的时候不能把他关门外，关门外看

不到你他会叫，但他又怕水，就躲得远远的守着你；我玩手

机的时候他就盘坐在我膝盖上，给他顺毛他就打呼噜，摸脑

袋就眯着眼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早上醒来，他会第一时间

跑你床头舔舔你的手，告诉你该给他喂猫粮了……

“猫主子”的宠爱，让你无奈又让你开心。

休息在家的时候，喜欢看初三睡觉和跟他一起晒太阳。

睡觉的初三最乖，让人觉得这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小猫

咪，必须给他买小鱼干，买玩具。偶尔睡梦中还会咂咂嘴，

拿手碰他的胡须他会两个前爪抱头，可爱到犯规呀。

晒太阳的初三最安逸，仿佛他周围的时间都慢下来了，

陪在他身边的我像是在过退休生活，看书、写字、感受岁月

静好。

人们说，养宠物像简易版的养孩子，看到初三的成长，

见证他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因此，我

也多了些耐心，多了些责任。初三简单的生活给我带来了许

多的快乐，有句话说“生活是苦的，但你是甜的”，希望甜

甜的你带来甜甜的生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甜，世界将变

成甜蜜的人间！

图 9 图 10 图 11

Cat
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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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临近 2019 年 6 月中考，我们初三家长们都在研究中

考后去哪儿旅游的话题。儿子的朋友说去西安旅游，那儿有

好吃的美食。儿子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西安是 13 朝古都，加

上有美食，决定非去不可。

中考前的一夜，儿子说黄河壶口瀑布要去的，语文课本

里学过的，要巩固一下课堂上的知识，叫我做攻略。为了孩

子能体验到此次的旅游意义，决定在中考成绩公布的那天出

发去旅游。中考成绩于 2019 年 7 月 6 日 18 时准时公布，我

们在公布成绩的那天早上 6 点半从家里出发，坐地铁 9 号线

到松江南站，再从松江南站乘坐高铁到上海虹桥站，虹桥站

到西安北站，到达宾馆是傍晚17:58分。我立即打开查询网站，

成绩出来了，比松江二中投档线高，我在第一时间内告诉孩

子和其他好友及孩子的班主任。这回可以高高兴兴地游玩了。

这次旅游我们花了 8 天时间。2 户人家一起去旅游。我们

家孩子 15 周岁，未满 16 周岁，有些景区享受免票，但朋友

家的孩子比我家孩子大了 1岁，景点门票享受半价。

第一天时间全部在交通工具上，晚上在宾馆处用美团 APP

订了第二天游玩的用车和景点门票。

第二天游玩华清池兵马俑。先来到骊山下的海棠汤殿，

第一眼就看到了杨贵妃淋浴的场所。

海棠汤，又称芙蓉汤，俗呼贵妃池，建于唐天宝六载（公

元 747 年），乃杨贵妃淋浴汤殿。汤池形似海棠。

莲花汤，又名御汤九龙殿，建于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乃唐玄宗淋浴汤殿。汤池呈长方形。

星辰汤，建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乃唐太宗

淋浴处。池壁似山河，蔚为壮观。汤池与其南的魁池形似北

斗七星。

太子汤，建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先后有李

继乾·治·忠·弘·贤·显·重·俊·隆基·瑛等十多位太

子在此淋浴。

我们乘坐电缆车到了骊山半山腰，就看到了“西安事变

旧址 ------ 兵谏亭”。这里就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

变时蒋介石被捕处。

五间厅因有五间房得名，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住所。

墙上和玻璃上至今保留着当年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离开骊山，我们赶往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进入博

物馆之前，导游让我们穿上了秦朝时期的服装，投入到《秦

俑情》戏剧中，来了一回穿越，免费体验了一把。

孩子在景区大门口处出示户口簿，免费进入博物馆，朋

友家孩子享受半价门票的优惠。

进入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刚出土时的铜车马照片，被

挤压成碎片。文物出土后，经过人工修复，完美拼接成功了。

兵马俑，都是经过人工修复的。未修复之前，都是残片

碎片。导游说我们中国正在培养修复文物的学子，将来能够

修复更多的兵马俑。现在用残片碎片修复兵马俑，没有 10 年

是不行的。

Graduation trip 
in Xi'an

中考毕业西安旅行
■ 文 / STT 核能部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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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刚被挖掘出时，人和衣服都是彩色的，10分钟之后，

遇到空气全部氧化，瞬间变成泥土色了。当地人早在 50 年前

挖井时挖到彩绘的兵马俑，几分钟后全部变色，以为是鬼怪，

便去毁坏。

兵马俑还有 4 号坑、5 号坑、6 号坑等，还都在地底下，

未破土。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技术还不行，要是继续开挖，里

面的文物全部被氧化，毁坏的程度也就越深。

第三天的行程，我们去了小雁塔，免费参观。小雁塔，

是唐代建筑物。小雁塔四周有许多螭首龟趺石碑、神仙的石像。

小雁塔，始建于唐代公元 707 年，初名荐福寺塔，明清时期

俗称小雁塔。小雁塔东侧是西安博物院，免费进入参观。

唐代的三彩器物，多为陪葬用品，墓主身份多为功臣、

贵族，三彩院落模型的出土十分稀少，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城

市居民的院落布局及生活场景。

西安博物院，里面展示还有出土的菩萨石像、佛祖石像、

西安各时期古地图、唐代城市模型等等，值得前往参观。

第四天的行程，我们去了延安市黄河壶口瀑布。从西安

市中心到壶口瀑布，一路高速往返时间为 11 个小时。

第五天的行程，上午游览了汉代长安城遗址公园，下午

游览了阿房宫遗址公园，晚上游览了大雁塔。汉代长安城遗

址公园，是一大片荒地空地，地铁房屋建筑都禁止建设，大

量的文物都在地底下，未去挖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把这批珍贵遗产留给后人。阿房宫遗址公园，是一个广场和

一片树林。我遇到了两位当地人，跟我述说了阿房宫的情况。

现在的阿房宫遗址公园，位置选错了，真正的阿房宫遗址公

园是在离现阿房宫遗址公园南侧 ,200 米处，是一个动迁户小

区。远处的小区是真正的阿房宫遗址。

说起美食，永兴坊值得一去。西安的夏天，7 月 10 日完

全天黑是 20:28，而在松江的夏天，完全天黑是 18:28。

第六天的行程，我们去了天坛遗址公园和唐代城墙遗址

公园。西安隋唐圜丘（天坛）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

590年），从隋至唐的 300多年间，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

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皇帝

均在此登坛祭天。与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的北京明

代天坛相比，西安天坛的历史早了近千年。北京天坛只有 5.4

米高，西安天坛高8米；北京天坛只有3层，西安天坛有4层；

北京天坛只在四面有台阶，西安天坛 12 面都有台阶，更符合

周礼礼治。

第八天行程是从西安北站8:49乘坐高铁回到虹桥火车站，

再乘坐虹桥枢纽 10 路回到松江，到达松江才 17:00，结束了

西安旅游。

回想起导游跟我们说起过，西安是中国文物保护最好的

城市，游客人流如织。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值得一去。

西安，我们还有许多的景区因时间关系没有去，以后还

会再去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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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STI 品质部 王俊

有些人注定要在你的生命中留下印记，他可能是你挚爱

的人，是你追随的人，或者是你憎恨的人，正因为他们的存在，

丰富了你的情感，完善了你的人生。

挚爱者教会你如何感受世间的真情；追随者教会你如何

获得人生的成功；憎恨者教会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心

的人，品尝每一段情感，将点滴感受融入自己的内心，细腻

而真挚的情感，让人们真真切切感受着生命的温度，热情而

豁达地接纳世间各种情感，成就了为数不多的人生巅峰。

在科比的追悼会上，众人发言表达哀思，其中有三个在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科比挚爱一生的妻子，瓦妮莎；科比

追逐一生的偶像，乔丹；科比恩怨一生的挚友，奥尼尔。通

过他们的悼词，让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成就了他的巅峰。不是

傲人的成绩，不是夺目的聚光灯，而是渴望与坚持，是挚爱

与执着，是恶恩与豁达。

01 一生挚爱，感受生命温暖
瓦妮莎，科比挚爱一生的妻子。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哽

咽着表达了对丈夫无比的思念。挚爱让他们从情侣变成相守

一生的夫妻，正如她所说的，科比是她的灵魂伴侣，在别人

的眼中，他是 NBA 名宿，是明星，但她无法把他看作名人和

运动员，而是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是她的一切。

科比是幸福的，妻子给了他最真的爱和温暖的家，让他

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场上拼杀。珍惜能成为你灵魂伴侣的人，

给她最真挚的情感与呵护，因为她能带给你港湾一般的温暖，

也会让你意识到家有多重要。

02 一生追赶，成就人生巅峰
乔丹，科比追赶一生的偶像。他一开口，就泪流满面，

难掩心中的悲伤，

巅峰其实并不拥挤，因为到达的人不多。

科比的离去，他感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逝去了。乔丹

看来，科比是朋友，是小兄弟，科比则将乔丹视为自己的偶

像和标杆。从场上的狂放对峙，到场下的虚心请教，科比从

乔丹身上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精神领袖。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自己渴望变成的人。他可能是

你的兄长，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朋友。你把他视为标杆，

想成为他，甚至想超越他。你可能羡慕或者恨过他，但最终，

你会离他越来越近。到后来再回首，你才发现自己变成了更

优秀的人。

03 一生挚友，明白情仇与释然
奥尼尔，与科比共同创造巅峰的人。从配合默契到分道

扬镳，他们曾经争吵过，甚至憎恨过彼此。在赛场上发生过

摩擦，在赛场外表达过不屑与轻视。但经过岁月的洗礼后，

洗尽铅华的他们放下了仇恨，用大声欢笑化解了以往种种不

快。释然之后的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搭档。

只有歇斯底里过的，才成就大彻大悟的关系。请善待你

身边的每一个重要的人。爱过也好，恨过也罢，有些误会迟

早会和解。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成就了伟大的人生，认真对待

每一种情感，造就了精神王者，当生命逝去，留下的不仅是

被人津津热道的成就，还有值得敬畏的精神力量。

有人让你懂了什么叫做挚爱，什么叫做温暖；有人让你

懂了要为了什么而努力追逐一生；有人让你懊恼，让你愤怒，

最后却让你鼻酸落泪。他们在塑造你的人生，也教会了你很

多。让你足以分辨爱与恨，让你活得有血有肉。感谢他们吧，

是他们打造了你的人生，完善了你的情感；在生命的旅程中，

教会你如何珍惜、如何努力、如何善待；别只接受爱，还要

学会接受恨，不要因恨迷失，而要学会释然与和解，只有品

尝过不同的滋味，才有可能站上人生的巅峰。

Be grateful
感谢你所挚爱、所追随、所憎恨的人吧，
他们塑造了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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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游记
■ 文/ STT 生产部 沈栋梁

8 月 10 日台风“利奇马”登入浙江，受其影响上海当日

狂风暴雨。然皇天眷顾有心人，11 号天气慢慢转好，去庐山

的高铁依然开动。拿好行李带好钱包和组织在松江南碰头。7：

20 上了高铁，四天三晚的游玩从这刻开始。忽平原忽丘陵忽

高山，对于我这种在上海长大的人来说高铁行进两边的山丘

总是那么的壮观美丽。看美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中午就到

了南昌西站。接我们的导游就在出口候着我们，带我们上了

大巴，在附近吃了准备好的午餐后，两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

庐山山脚下，继续换乘上山的大巴，大概四五十分钟的车程，

一路风景很是不错，可惜没有高大上的摄影器材，好好的风

景硬是只能被收入自个眼里，没法分享给大伙。很多人都对

环山公路“过敏”，可我觉得非常刺激。下车后我们先去宾

馆放下了行李，这时已经是下午 3 点左右了。坐上景点巴士

到了第一个景点如琴湖花径。

游览了古诗人的茅庐，出了花径公园顺着锦绣谷直接从

仙人洞出口出来，大约 1.5 公里的山路到也平坦，游览也不

是很累，山路两边的奇峰幽谷景色煞是好看。

出了景点回宾馆，这样第一天就匆匆而过。 

第二天含翻口 - 庐山瀑布 - 三叠泉。7:20 我们匆匆赶去

含翻口。含翻口位于庐山东谷含鄙岭中央，海拔 1211 米，左

为五老峰，右为太乙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估计说的就是这里吧。

在含翻口坐缆车到庐山瀑布。说实话看到瀑布有点小失

望，也许庐山好久没下雨的原因吧瀑布有点小，“疑是银河

落九天”的格局有点小。

坐缆车回含翻口吃过午饭就去了这次的高潮——三叠泉。

“不到三叠泉，不是庐山客。”这句话充斥在景点附近。

坐着游览小轻轨几分钟就到了三叠泉的顶部，然而要看

泉就要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不不！！在我这这话

是错的，下山不费吹灰之力，上山使用吃奶之力。你上山爬

不动可以选择 1666 的套餐——轿子抬上山。其实三叠泉就是

一个三层瀑布，三叠泉还是非常值得看的，飞瀑直下龙潭，

景色蔚为壮观！只是台阶号称有一千四百多级，走到腿都断

了，实在撑不住的可以做轿子，看到好多人都爬着上去的。

我呢，为了这次旅行已经储存体力两个月了，所以我只是觉

得有点累而已。

晚上我们有了空闲的时间去了牯岭镇，这是一个在山顶

的繁华的小镇，买点特产什么的很方便。

第三天上午游览了美庐，曾经老蒋和老毛住过的地方。

随后去了会址和庐山抗日纪念馆，学习了一下当时的国情，

先辈们为了国家的强盛确实不易！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了位于

赣江旁边的滕王阁，这时我们就体会到了庐山凉快和南昌火

炉的区别了，两地温差有十多度。

了解了一下滕王阁的由来和历史。

第四天没有游览直接坐动车回家，总之这次旅程痛并快

乐着，有激动有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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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炭新星New Carbon Star 

姓名：杨鹏鲲
部门：STT/ 营销部
入社时间：2020 年 01 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营销一

课的杨鹏鲲，本科专业为材料

科学与工程，非常开心能加入

到东洋炭素的大家庭。大学毕

业后初次进入职场就能来到包

容共济的东洋炭素很是幸运，

同时能遇到好领导与好同事更

是一份幸运。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慢慢

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销售工程师。平时我

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凡是跟球沾边的运动都略懂一二，但

最喜欢打篮球，喜欢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喜欢篮球进

网时的声音，因为篮球是一项团体运动，可以锻炼人们之间

的团队合作能力，让人们可以相互信任对方，我深信一个人

的力量是不足的，但一个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东洋炭素正

是这样的一个团队！谢谢大家。

姓名：祝苹
部门：STT/ 营销部
入社时间：2019 年 07 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 STT 营

销部营销内勤管理课的祝苹。

很荣幸加入东洋炭素这个大家

庭，也有幸在这个大家庭里遇

到了一群热情洋溢、乐于助人

的领导和同事，感谢你们的慷

慨解答，让我在工作中成长得一帆风顺，从未孤单。

   生活中，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喜欢有温度的文字。

我相信如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终会成

就更好的自己。

  也希望公司的发展更加蒸蒸日上，我们的东洋炭素大家庭

始终文段如初。

姓名：顾聪伦
部门：STT/ 营销部
入社时间：2019 年 04 月

大家好，我是新入职 STT

营销部的顾聪伦，初来乍到，

还请多多关照。在入职的这段

时间里，我感受到了同事的热

情友善，也衷心希望能尽快融

入东洋炭素的大家庭。

在工作中感受到了销售这

门学问的博大精深，也遇上过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感谢同

事和领导的乐于助人，使我受益良多。电影是我的爱好，借

用一句话，“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
么味道”。我希望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姓名：郭永明
部门：STT/ 生产部
入社时间：2019 年 06 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 STT 的

郭永明，6 月份入职，负责

STT、STI、ZTT的安全管理工作。

能加入东洋炭素这个大家庭，

深感荣幸。

我是来自于沂蒙山区的老

男孩，生于山东，长于山东，

望能扎根在上海。人生座右铭是诚诚恳恳做人、实实在在做

事。平时是一个比较宅的人，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忙碌

之余喜欢看看书、看看电影。

东洋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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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炭新星New Carbon Star 

    New
Carbon 
Star

姓名：杨家宾
部门：ZTT/ 生产部
入社时间：2020 年 03 月

大家好，我是 ZTT 生产部

品技课新人杨家宾 ,27 岁。入

社不久，目前仍在学习摸索

阶段，希望公司的各位同事能

在日常工作交流中多多传授经

验，让我少走弯路，快速成长，

更快更好地融入公司的大集体

中。

工作中多观察、多学习、少说闲话，喜欢总结数据，用

数据说话；在休闲生活中喜欢散散步、看看书，在假期会选

择自驾游看看风景、人，吃吃美食，享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姓名：姚思诚
部门：STI/ 营业部
入社时间：2020 年 04 月

各位好，这里是 STI 营业

新人姚思诚，在去年也就是

2019 年的 11 月毕业于加拿大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非常高兴能够在

2020 年加入东洋炭素工作学

习，希望公司的各位前辈能够

传授一些经验和专业知识给我，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工作学

习中不断地成长，通过业务能力的增强来对公司有所回馈。

我在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分别学习研究的是语言和教

育，在大四阶段还当过一个学期的小学英语老师也教过中文，

之后在毕业之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税务工作。学习和工作的

经历让我十分热衷于与人交流。我认为销售工作主要的核心

便是言查洞悉，换位思考，并弹性的处理好每一件事，所谓

“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想他人之所想，处他人之所难，

方可行事。

我喜欢读读类似于 The Economist 或者 Times 这样的

周刊或者月刊，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同时我很喜欢旅游，

我自己称之为到处溜达，毕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平时生

活中我也会通过晚上跑跑步，唱唱歌或者约朋友打打网球之

类的活动来给自己舒压，锻炼自己专注力的同时也让自己的

节奏能够降下来去思考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生活，要不

断选择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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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创未来
探索炭素材料的无限可能。

每天，

技术者为了将其潜在能量转换为实用产品

而激烈奋战，

也将以此来贡献社会。

东洋炭素的产品，

聚积了技术开发者们的热情、信念和技术精髓。

Carbon Change The World

炭素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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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fission

炭素改变世界Carbon Change The World

■涉足前沿领域的炭素复合材
C/C 复合材是以提高炭素材料的强度、耐冲击性等为目的，加入高强度碳纤维制造

而成的炭素复合材料。这是一款被广泛应用于宇宙航空、半导体制造等先端技术领域，

以及一般工业领域的炭素材料。

它具有轻质且机械强度高、耐热与耐冲击性能优良、热膨胀系数小等诸多特性。

碳纤维具有方向性，所以可以制造出各种形状的产品。有将碳纤维沿圆周方向 2D

编织后形成的圆筒状纤维产品、还有以碳纤维毡为基材做成的 C/C 复合毡。

主要有热处理炉部件、断热材保护板、制造玻璃用部件、CZ坩埚、热压模等各种用途。

通俗而言宇宙飞船上的耐热板也是使用的 C/C 复合材。

——半导体领域中不可欠缺的炭素材料之
        C/C 复合材

核裂变研究领域中的产品

■ 编译/ STT 管理部  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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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了社内关键要素与技术的商品
东洋炭素自 1985 年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近藤照久先生出于

对拓展石墨材料周边应用领域的考虑，希望打入 C/C 复合材市场。

即能降低材料成本，又由于制造工艺与石墨产品基本相同，设备可

以共用，还能降低综合制造成本。

最初的开发只有两名技术人员，他们自己亲力亲为切割材料的

碳纤维并烧成，开始试制样品。

在这一领域取得商品化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积极推进

社内合作的结果。运用 C/C 复合材的制造方法与涂层技术等社内长

期以来所积攒的要素和技术，最终成功实现了商品化。特别是 C/C

复合毡，其使东洋炭素在客户中享有盛誉，它以其优良的特性而著

称。之后，主要致力于在半导体领域追求产品的高附加价值。

不仅局限于 C/C 复合材，在产品开发期间，要如何应对客户所

要求的性能也是很重要的课题，技术人员在这方面也付出了诸多努

力。所有的产品都是订制的，没有同样的产品这是C/C复合材的特征，

因此东洋炭素除了提供产品，在技术服务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这一点也获得了世界各地客户的好评。

■对世界的核裂变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东洋炭素的 C/C 复合材潜藏着巨大可能性逐渐明朗化。

其中之一就是核裂变炉中的应用。核裂变炉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与超

高温状态下形成的等离子相接触材料的开发。高温核裂变炉技术之

一的大型托卡马克核裂变装置中，东洋炭素的 C/C 复合材是不可欠

缺的存在。

例如：日本核能研究所的临界等离子装置 JT-60U 中，包括偏

滤器（一种利用磁场使等离子不直接接触真空容器壁的设备）在内

的等离子接触壁材都使用的是 C/C 复合材制的产品。甚至，核裂变

能源实验炉的国际共同项目也在讨论使用东洋炭素的产品。

N
uclear fission

Nuclear f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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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素改变世界Carbon Change The World

Nuclear fission

■很早就在核能领域中取得了丰富的实绩
全世界的核裂变研究中，陆续开始采用东洋炭素的 C/C 复合

材，这源自于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核能相关超高纯的等静压石墨。

然而追溯至1987年，除了首次将等静压石墨应用到核能领域以外，

在很早以前核裂变实验装置中的限幅器，采用的就是等静压石墨

与碳毡 C/C 复合材。

1990 年，日本核能研究所封锁磁场用的大型托卡马克型核裂

变装置 JT-60U 的炉内壁材就使用的是等静压石墨，偏滤器板也采

用的是碳毡 C/C 复合材。

JT-60U 的蜂窝矩形环托（一种面包圈状的密封等离子装置）

的大半径有 3 米，小半径有 0.9 米，从当年 3 月起开始加工，耗

费了约有半年时间。最初每月产能仅320片，后续经过努力改善，

每月可产出约 430 片。

1993 年，与美国 UCLA 共同实施的碳化硼研究中，就制作了含

硼的 C/C 复合材。加拿大的托卡马克型核裂变炉中，进行着蘑菇

状的靶材试验。它是将该靶材插入等离子内，使硼飞散后，可减

少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会导致放射损失的等离子杂质。通过

大幅节约保温能源，使得等离子放电时间延长至 800ms~1300ms。

同时，靶材即便受到等离子的热冲击，也不会被破坏。在这项实

验中，肯定了硼的等离子效果与C/C复合材对实验成功的重要性。

从此以后，东洋炭素的 C/C 复合材在世界的核裂变研究中一

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东洋炭素今后的新事业开发寄

予了更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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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彬日记Guobin Diary

1. 强化风险管控、安全销售

在风险防范方面，收款与对账流程在我们的营销管理制

度中都有明确规定，所以日常除了积极接订单以外，后续的

收款与对账等工作也是我们业务员自身的职责之一。特别是

各营业课长与业务担当除了出差拜访客户，在公司时不一定

非要电话拜访，可以合理安排时间管理下自己负责的客户，

包括风险项等。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之上，我们自已要有意识

地转变成强化风险管控意识，做事的方式方法也应积极改变。

在与客户对账时，遇到不肯配合签字确认的客户，要及时整

理汇报上来，由公司判断并采取恰当的措施。

2、“政治正确”的经营思路转变

最近一年，随着总部经营层的变动，整体的经营思路也

发生了较大改变。主要强调的是“政治正确”，原先的“业

务优先”企业经营主线陆续在向“政治正确”进行转变，这

里面包括：强调内控管理、守法经营、风险可控等各类要素。

与我们相关的具体业务就是货款回收、逾期账款的管理等的

进一步强化。在中国特殊的业务环境中，许多我们认为风险

可控的案件，日本的理解却是已经失控了，所以对风险管控

相关的理解与认知，我们也要与日本充分沟通。另一方面，

我们不要拉长风险，最好是短期内实现销售，并在短期内实

现收款。当我们判断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实现收款时，就要按

照公司的流程规定及时做坏账计提、账上核销等。将中国业

务模式下的坏账风险做到事先可预期、中间可管控，今后营

业部在每月的月度汇报时，需汇总相关的内容 , 及时与财务

沟通，同时每个季度，先在执委会上进行坏账管理的进展汇

报后，再与日本沟通。

3、加强与日本沟通，获得更多业务上的协助

松下、牧田等涉及到与日本相关的业务时，我们可把我

们所掌握的详细信息与日本分享并作充分沟通，借助日本的

力量，去推动业务开发。比如：对象客户具体的业务状况、

竞争对手、所面临的困境、希望日本怎样配合、STI 期待的

技术支持等信息细化后，与荐田等日本营业相关人员进行沟

通。我们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和日本的理解不尽相同，只有把

我们所理解的现状梳理后，与日本沟通并明确表达我们希望

进一步与他们拓展业务的想法，才可能获得他们进一步的协

助与配合。

4、STI 的现状与将来

STI 的降本、质量改善等现场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加

工效率、质量成本、经营业绩、人均效率、现场改善等各方

面，都能作为集团内的样板企业。如果有机会，可以把所有

管理要素梳理汇总与日本集中讨论下。这里说的效率、成本、

Diary
Gu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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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彬日记Guobin Diary

Diary
詹总月会发言拾贝（十七）

■ 整理：刘玲

  哲学所释放出的光芒就如同贝
壳的光泽，虽不耀眼但足以启发人
心！

质量指标、经营业绩、人均效率、现场改善、量等各种要素

的优势我们都走在集团的前列，这给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平台，

当全球市场环境发生变动，整个集团资源需要重新调配时，

STI 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在集团内的机会更大。而另一

方面，从市场端来看，总量一直下行，无刷化的发展趋势下，

我们即使做了上述诸多的改善努力，成本的压力依旧非常大，

人工与低值易耗品还需进一步强化改善。另外，电动工具等

复杂产品的加工，我们通过不断的改善使得与其他竞争对手

之间拉开了一定差距；但吸尘器等传统工艺产品的竞争力非

常薄弱，能否在吸尘器领域的碳刷与刷架结构上，提出革命

性的解决方案，如一次性压制到位等，这是我们今后重要的

待解决课题。

5、STI 亮点之一的样品反馈率高

我们另一大亮点就是新品开发时的样品反馈率高，一方

面说明我们的开发针对性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客户的开发需

求越来越少。如何去扩大市场份额，包括 DC 这些品字型炭刷

等资源性的东西其投入相对是比较快的，更多仍需要在制程

端有所建树，以及当市场端有一些需求时，因为我们对这个

新的领域不熟悉，成本会相对较高，一时半会可能无法满足

客户的需求。在此想强调的是：包括德昌它的市场价格虽低，

但我们真要去冲这个市场时，那唯有牺牲眼前的一些利益，

这个有必要讨论下。就是在建立起这个平台前，因为量有限

致使规模效益也会受限，所以只能暂时忍受一个低利润、甚

至是零利润状态，冲进去以后，量产起来了也许就是另一个

很好的品牌。

6、9 月集团国际会议的主要会议精神分享

9 月集团国际会议上的主要会议精神一方面是宣传成长性

的需求，由分科会对去年开始做的中期计划进行分析，仍然强

调此前的一个成长计划。而目前市场环境不是很好，今年总部

已经把年初的预算向下调整，调整后的预算一定要完成，这里

边很大一块是在中国，STI完成有困难，而 STT目前状况也不

太好，占比又较大，对集团的影响也相对较大。这种背景下，

18号要提交的明年预算估计跟今年的水平持平。如果连续两

年都是向下走，那所谓的成长性战略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应

该至少要做一个修正，或者说暂停一下重新发布。 那么目前

我们认识到这个市场在变化，但是成长性的战略却没有变化，

想冲却又冲不动。冲不动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要做一个战略性

的调整，总体上为了将来的发展，工厂从设备投入和根基方面

作了许多改进，投入项目的收益肯定会在未来的几年显现出

来，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就是强调企业文化建设，一个企业更

多的是靠共同的价值观，靠企业的文化把大家凝聚起来。那么

到底什么是东洋炭素的核心企业文化？靠什么东西把大家凝聚

起来？会议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共识，更多强调的是老会长的

炭魂精神，摘出若干条近藤语录通读宣贯。

7、预算制作相关说明

关于预算的时间点稍微明确下，9 月 18 日营业需提交初

版销售预算，日本方面基于此进行能力验证等，11 月 8 日敲

定销售预算数据。在这期间如果有重大变化，需尽快调整。

之后的 11 月 15 日需提交财务预算，我们的财务预算（各项

经费成本等）一定要基于同一个销售预算数据来制订。为了

避免出现数据口径不一致，我们在各时间节点上给日本系统

性提交时，一定要经过执委会、或者财务与营业双方确认并

经詹总最终确认后才能提交。总部连结预算的对外发表通常

是在 12 月底，在此之前会召开各子公司的董事会，子公司提

交的预算数据以前我们一直把它当成最终数据看待，但它因

为与总部在 12月底召开的取缔役会议上最终决裁的集团连结

预算相关，所以今后我们的董事会数据只能看作一个暂定数

据，要在总部 12 月底的取缔役会议上被认可后，才能作为最

终版预算。另外，在每年的 6 月份，还会召开一次子公司董

事会，这主要是对年初的预算进行调整。

Gu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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