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员圆月 员缘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各
工序制订出了员工个人绩效考核办法遥

渊李志勇冤
银员圆月 员圆日袁 电解厂工会召开了工

会主席会议袁 对河南分公司年终总评和
上街区人大换届选举等相关工作进行了

安排遥
渊金明爽冤

银员圆月 苑日袁 氧化铝一厂企业文化
部召开了通讯员座谈会遥 对 圆园园远年的通
讯报道工作进行了总结和交流遥

渊吴芳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团委召开了劳动竞

赛动员会袁 号召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加
到冬季劳动竞赛中来遥

渊王艳冤

圆园园苑年纪特邮票的预订工作已开始遥
你想为你的宝宝留下永久尧美好的珍藏回忆吗钥 郑州市邮政局面向全市 员缘

周岁以下儿童袁首次推出叶金色童年要要要永久珍藏曳个性化邮票遥 给孩子们登上
邮票这一野国家名片冶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遥 邮票的设计为 员圆 枚 辕版袁
主图为野岁岁平安冶袁附图为个人肖像 源 幅照片袁同时发行个性化邮折 员 个袁最低
起印每人 缘 版袁缘版以上不限遥 不带封套 源愿元 辕版袁带封套 远园 元 辕版遥 可珍藏馈
赠袁也可寄信使用遥 个性化邮票能珍藏宝宝童年美好的回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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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
员圆 家国内大型企业出资和 猿 家国际
知名金融机构参股袁实力雄厚尧管理规
范尧依法经营尧服务优良袁是业界道德
水准最高的专业寿险公司遥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袁经上级批准袁
新华人寿上街营销服务部从本月起进
行二次筹备袁 向社会招聘营销储备干
部及一批保险代理人遥

招聘对象院 党政机关退居二线或

退休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尧 企业副经理
渊厂长冤以上管理人员尧大中专毕业生尧
转业复退军人和社会待业人员遥 年龄
圆圆 至 缘缘岁袁性别不限遥 特别优秀者袁
条件可适当放宽遥

工作稳定袁待遇丰厚袁机会千载难
逢遥有意报名应聘者袁请与新华人寿保
险公司上街营销服务部联系遥

联系人院王女士 刘女士
联系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愿怨猿园员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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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雪袁真的喜欢雪浴 它的洁白袁它的
洋洋洒洒袁它落地后的松软袁它结冻后踩出
的响声袁 它飘落在脸上的丝丝凉意噎噎最
喜欢的还是它的结晶体袁那结构袁那布局袁
好一个精美绝伦袁好一个巧夺天工遥
因为喜欢雪袁 连宝贝女儿的名字也有

一个野雪冶字遥 那是因为出生当日袁雪花漫
漫袁婆娑起舞袁树叶上坠满了雪片袁田野里
的麦苗像是盖上了暖被袁 屋顶上的雪勾勒
出柔美的几何图案袁 出生婴孩的脸也是白
白嫩嫩的袁几日来在叶辞海曳中觅字的举棋
不定袁被一个野雪冶字了结遥 呵呵浴

雪带给人们的是一个个纯美的信号袁
应了雪袁我们可能会有太多的联想与奢望遥
望着窗外飘洒着的雪或是走在街上任凭雪
花扑打着面庞袁 我想起那些令我不可忘却
的飘雪的日子遥
上个世纪下半叶袁 上小学的我最喜欢

雪天了袁逢大雪就高兴地要蹦起来遥不管棉
衣棉裤会如何湿透袁打雪仗袁坐雪橇袁溜自
制的滑雪坡道袁 几乎每一个可玩的项目都
要玩个通遍遥
那时的雪下得大时间又长袁 积雪也厚

厚的袁等到它融化也要在半个月之后了遥如
今的雪比不上那时了袁 我们不得不惊叹全
球变暖带给人们这样快的感受遥

还有一次对大雪的记忆袁是我成为铝
产业者在一次工厂设备检修作业中的感
受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袁每逢冬季来临工
厂就要进行一次锅炉大修遥 这可是企业的
大事袁那场面红红火火院彩旗猎猎袁车来人
往袁交织如梭遥 吃饭时辰袁搭建在会战现场

的食堂袁热气腾腾香飘四溢遥 因为突如其
来的大雪袁给抢修带来了麻烦袁也使会战
现场更加如火如荼袁干劲冲天遥 是雪让我
记住了那次会战袁是雪对那次会战涂抹了
斑斓的色彩遥

那些飘雪的日子还给了我别样的感
受遥因为下雪袁有一次我乘坐的航班在郑州
机场上空不能降落而改飞西安袁让第
一次乘飞机的同事手舞足蹈曰因为下
雪袁在去壶口瀑布的半路上袁大雪弥
漫袁山道弯陡袁山沟坠车时有发生袁吓
得我们一身冷汗而不得不打道回府曰
因为雪袁曾向往去亚布力袁去黄山赏
雪袁那里有太多太多的美景和养眼盛
宴袁 不知对它的渴求是不是一种奢
望钥
今年的第一场雪量小又落地而

化袁但我却无亲身体验遥 那时我和许
多中层管理者还在上海接受又一轮
的野充电尧洗脑冶遥 彼时的上海细雨绵
绵袁倒也应了江浙吴侬软语的婉约和
美袁一切都是柔柔的袁连授课老师也
是娓娓道来袁让你在涓涓细流中惬意
地汲取营养遥
望着窗外今年的第二场雪袁我

突然觉得在雪的怀抱里一切都那么
静谧尧安详遥 其实袁一切又无不在运
动着袁 只是雪的到来给自然和人们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遥 君不见袁
我们的学校正书声朗朗袁 医院的白
衣天使们正倾情关爱袁 供暖工正为
我们家居的温暖而添煤加炭遥 远望

看似平静的厂房却无不在高速运转着设
备袁 产量尧 效益正在这一分一秒中产生遥
君不见袁 关于雪的各类作品不尽其数袁摄
影的尧书法的尧歌的尧舞的噎噎都是应了
雪袁使我们的生活有着无尽的内涵袁雪同
时也给与了人们许多乐趣和无限的畅想遥

雪袁真的喜欢你袁不仅仅是我遥

原以为袁井冈山是贫瘠荒凉之地袁谁料想袁她却是美
丽的高山田园遥五百里井冈袁杜鹃花满山遍野遥如今的她袁
已是 源粤级国家旅游区了遥
杜鹃花袁是井冈山的象征遥
应该说袁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袁杜鹃花才开

得这么鲜艳遥 在敌军野石头要过刀袁茅草要过火袁人要过
种冶的围剿中袁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血洒疆场袁牺牲者有

姓名记载的多达 员缘苑源源位袁更
多的无名忠骨化作了护花的
红泥遥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袁
红军战士以革命英雄主义的
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袁
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红色
礼赞遥
杜鹃花是井冈山斗争的

见证遥她记载了红军战士唱给
井冈山的歌谣院野八面山啊山
坐山袁哨口坐在山上山曰反动
白狗来进攻袁 有命来哩没命
还遥 冶红米饭袁南瓜汤袁红军战

士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野围剿冶遥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袁
红军战士套用了京剧叶空城记曳的唱腔袁编唱了叶空山记曳袁
用竹筷敲击脸盆和饭碗袁 边敲边唱院野我站在黄洋界上观
山景袁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遥 举目抬头来观看袁原来是蒋
贼发来的兵噎噎冶这就是红军战士英勇无畏的风采遥 满山
的杜鹃花袁听见这样的红色歌谣袁怎能不为之动容浴
井冈山人民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遥 在茨坪

北山上袁修建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遥 陵园由纪念堂尧碑
林尧雕塑园尧纪念碑四部分组成遥 毛泽东书写的野死难烈士
万岁冶嵌刻在纪念堂大厅中央遥 党和国家领导人尧书法家尧
作家题写的纪念文字袁雕刻成了 员源园块碑文遥 井冈山斗争
时期的前委尧特委尧军委等 员怨位领导人的雕像袁坐落在陵
园中遥 纪念碑地处烈士陵园的高山之巅袁碑体用不锈钢材
料制成袁远看如一团火焰袁意寓野星星之火袁可以燎原冶曰近
看如钢枪林立袁寓意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冶遥
今天的井冈山袁开满了杜鹃花遥 盛开的杜鹃花袁扬着

红色的手掌袁欢迎着每一个朝拜者遥 正如美籍华人陈香梅
女士所题写的院野井冈山上凤凰游袁杜鹃花树又一秋袁万树
千山怀烈士袁英雄血泪未白流遥 冶年年岁岁袁杜鹃如火袁照
亮了朝拜者的眼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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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诗人雨果曾经说过院野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袁比
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袁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遥 冶而幼
儿教师袁就是塑造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袁他们用真尧善尧美启
迪了无数颗幼稚的童心袁帮助一代又一代人树起第一块生
命的里程碑遥 每每想到这些袁我的心中就会涌起无限的自
豪感袁就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袁生活的真谛浴

长期以来袁我都觉得幼儿教师的工作平凡得就像一台
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袁那么不起眼袁那么不经意遥 然而袁一
件偶然的事情袁却使我深深感受到袁这颗螺丝钉袁不仅关系
孩子的健康成长袁还维系着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危以
及中铝郑州企业的和谐发展遥 我的一位朋友在闲聊时说院
他的孩子每天早晨到幼儿园袁如果是高高兴兴袁他就会觉
得一天的心情非常好袁工作也很顺利曰如果孩子不高兴袁特
别是老师对孩子爱理不理袁 那他一天的心情就会很糟糕浴
特别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尧外婆外公袁一天中无数个电话催他到幼儿园去看孩子袁有时
老人甚至还会为此气得生病遥朋友的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袁是的袁平时我们
教师想的尧做的都是面对孩子的袁很少想到孩子一时的情绪或老师一个小小的疏忽
会给家长带来的直接影响遥 也就是说袁我们幼儿教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尧一个态度袁都
会给家长带来愉悦或郁闷遥 孩子早晨入园尚且如此袁如果受点伤尧出点事故袁那后果
更是不堪设想遥作为企业幼儿园的老师袁我们面对的孩子何止百千袁服务的家长何止
千万袁工作职责也因此变得更加明确了袁那就是院把爱心带给孩子袁把放心留给家长浴

是啊袁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起袁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的就是家人迎
接我们到来时欣喜的笑容袁 第一次感受到的是家人笑容中传递的那分深深的关爱浴
微笑是水袁能够细雨无声般滋润你我的心田曰微笑是钥匙袁能够打开幼儿的心灵空
间曰微笑是幼儿教育成功的动力袁能够帮助孩子变得自信和勇敢遥 微笑是一种魅力袁
是一种豁达袁是一种热情袁更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遥 对孩子们来说袁老师一个会意
的微笑是赞许袁是宽容袁是爱护袁是美好袁是一种传递关爱的特殊语言遥当孩子遇到困
难时袁老师的微笑能增加他的信心袁帮助他克服困难曰当孩子获得成功袁有了进步时袁
老师的微笑又使他感觉获得认同袁倍加欣喜曰而当他们不小心犯了错袁老师的微笑又
能减轻她们的心理压力袁变得轻松和自然遥老师时时发自内心的微笑袁会让孩子觉得
老师亲切得像妈妈袁如春天和煦的风轻轻吹开了他们的心扉袁如春天细细的雨无声
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噎噎
如果有人问我院野你爱自己的职业吗钥 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院野是的袁我爱孩子

们袁我爱幼儿教师这一行遥 冶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早已装满了天真无邪的孩子袁我爱他
们袁我要用爱和微笑滋润每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袁我要用我的努力和汗水换来家长
的颔首和放心袁让甜蜜的微笑溢满孩子和家长的心田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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