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金慧玲冤猿 月 苑 日下午袁开发总公司氧
化铝厂劳动服务公司四楼会议室内歌声嘹亮袁气氛热烈袁由基
层 员猿 个代表队参加的女声小合唱比赛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遥 这是氧化铝厂劳动服务公司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而举办的专场活动遥 开发总公司党政工领导应邀观看了
比赛遥

舒 展 歌 喉 迎 三 八

当春风又一次来临
我的铝城
我看到了满眼的新绿
听到了你前进的歌声

在元宵节的灯火中
在洋溢着节日喜悦的人们
脸上
春天
热烈的色彩深情飞扬

优质服务亲情换真情袁
在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在房地产管理科
在幼儿园
我们用辛勤的工作

迎接铝城的新春

铝城的春天是彩色的海洋
我们的劳动凝成春天的芳香
万紫千红的花儿
每一朵都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这些故事把铝城扮靓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为铝城的春天植一片绿
植一片春天的希望
在自己脚下的土地

秋天的收获在春风里蕴涵
铝城袁我们用深情拥抱春天
铝城春色里有我们的勤劳
铝城的秋色里有我们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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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爆竹声中一岁除袁春风送暖入
屠苏遥 千门万户瞳瞳日袁总把新桃换
旧符遥 冶这是宋朝诗人王安石描写人
们欢天喜地过春节的诗句遥一年一度
的春节不知不觉地来了袁记忆的闸门
突然打开遥 印象中袁小时候的春节真
的很好玩袁大人们辛苦了一年袁为准
备年货而忙碌着遥放了寒假的孩子们
则穿上新衣服拿着烟花和鞭炮疯一
般地跑着玩遥 这时候的天气总是很
冷袁空气中也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
火药味袁 地上随处可见红红的鞭炮尧
纸屑遥 也许这就是过年的味道吧袁然
而对我来说袁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过
年贴春联了遥

过年贴春联在我国至少也有近
千年历史了袁它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文
化遥最早的对联是以桃符的形式出现
的遥 每到年关将近袁人们就用桃木做
成的符悬挂在大门的两边用来祛灾
避邪遥后来袁随着时间的演变袁人们逐
渐用对仗的文字书写成大红春联袁代
表着辞旧迎新和对来年的美好期望遥

记得小时候袁 我们村里的春联大
都是找人写的遥 那时袁六十多岁的四爷
曾是位教书先生袁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遥
每年春节前找他写春联的左邻右舍总
是络绎不绝袁 而四爷对这项差事也是
野乐此不疲冶遥 为了干好这个差事袁四爷
自己专门摘抄了一本厚厚的 野春联集
锦冶遥

祭灶小年刚过袁 四爷就开始忙碌
起来遥 赶上晴天袁午后的阳光异常温暖的时候袁四爷就叫家人把那张老
式的吃饭圆桌擦干净后抬到院中间并摆上野文房四宝冶袁我和小伙伴们
就跑前跑后地帮他磨墨裁纸遥 在我看来袁帮四爷干这些活简直就是一
种莫大的享受遥 那时大门上的春联纸裁得较宽的都是写八个字以上袁
房间小门上的用的是那种较窄的纸一般为七个字遥 四爷根据每幅春联
的字数袁事先折出相应的折痕来遥 墨磨好后袁四爷就开始写春联了遥 只
见他用毛笔在砚台里饱饱地一蘸袁深吸一口气袁手下的笔就在纸上熟
练地舞动起来遥 看四爷写字真觉得他有一种书法家的风度遥 当时的我
对书法一窍不通袁现在看来袁四爷的字虽达不到书圣王羲之那种野静如
处女尧动若娇龙冶的意境袁但也有行云流水般的洒脱遥

四爷写的春联内容大都不重复袁这家写野山青水秀风光好袁人寿
年丰喜事多冶袁那家就写野岁岁平安人福寿袁年年丰登业兴隆冶袁还有的
就是野山花遍地祖国春光美袁爆竹连天人民幸福多冶遥 院子里有的是
野满院春光冶袁大门外经常会贴上野出门见喜冶遥 四爷还写了不少的野福冶
字遥到了腊月廿七八袁家家户户就把四爷写的春联或野福冶字用浆糊贴
到门上或家里醒目的位置遥 从远处望去袁红得耀眼袁惹得人们眼中流
火袁人们的心情也随着这种炫目的红色变得更加灿烂了袁浓浓的年味
在乡村尧在人们的心头荡漾遥

再后来袁集市上出售的做工更加精美的烫金的大红春联逐渐走
进了千家万户袁来找四爷写春联的人也就慢慢地少了遥 然而现在每
到春节回家袁看到门上贴着崭新的春联袁往昔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
就涌现在眼前袁使我回味无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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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宪芝

天空春雷声声春回大地袁
人间春雷阵阵春光万里遥
铝城早早站在春天的门口袁
春意盎然春情迸发春风得意遥
铝城早早铺开春天的画卷袁
春花绽放春雨潇洒春潮正急遥

媒体传来喜消息要要要
分公司总经理正英姿勃发袁
挺立在 圆园园远 郑州年度经济人物的前列袁
铝城内外到处神采飞扬欢声笑语遥
分公司以辉煌的业绩袁
荣获领军型企业排行榜第一袁
企业上下谁不高谈阔论拍案称奇浴

这时候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袁
这时候数字令人倍感兴趣遥
圆园园远 分公司氧化铝的年产量袁
突破了 圆猿园 万吨袁
平均每天生产 远猿园园 多吨氧化铝遥
看着这数字叫人两眼放光袁
谁都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遥

哇噻浴 真是了不起浴
这时候数字令人逸兴湍飞袁
这时候数字令人心旷神怡遥
圆园园远 分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员圆园 亿元袁
平均每月收入高达 员园 个亿遥
说着这数字叫人口留余香袁
谁都为这竖起拇指赞叹不已院
韵运浴 真是了不起浴

其实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费力袁
只用几秒钟时间就能看详细遥
其实这些数字说起来也很简单袁
只需上嘴皮轻轻碰碰下嘴皮遥
在为其呕心沥血者的眼前袁
这数字是用汗水写成的诗句遥
在为其披荆斩棘者的身后袁
这数字是用拼搏留下的足迹遥

站在成功的高处回首往昔遥
曾记得 圆园园猿 年的 员员 月袁
苑园 万吨氧化铝项目工程奠基遥
看着那花团锦簇的场景袁

听着那鼓乐奔放的旋律遥
那豪情那豪爽真像望鹰击长空袁
那感触那感慨真如看大江东去遥
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袁
一个优秀企业家如此才华横溢遥
亲临其境才能看出来袁
一个领军人物颇具人格魅力遥

拥抱辉煌的时刻袁
深感来之不易遥
曾记得 圆园园缘 年的 怨 月袁
苑园 万吨氧化铝项目投产试机遥
为了这万众瞩目的瞬间袁
为了这百战聚焦的佳期遥
多少人为东马固村拆迁较劲袁
多少人为场区三通一平费力遥
许多人把一颗心交给了工程袁
许多人把一腔爱洒遍了工地遥
还有人夜以继日始终守在岗位袁
还有人为赶进度一再推延婚礼遥
一次又一次寒来暑往袁
一度又一度春风秋雨遥

每一年三百六十天袁
哪一天的风景都值得令人回忆遥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袁
难的是一群人做好事做成壮举遥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袁
难的是把一件好事做好做成奇迹遥
看懂 圆猿园 万吨数据并不难袁
难的是真正懂得铝是怎样炼成的遥
说说 员圆园 亿元的喜悦并不难袁
难的是能让这个数字继续晋级遥

成功和辉煌已经属于 圆园园远袁
奋斗和鏖战已经进入 圆园园苑遥
面对春风春雨春光春雷袁
挑战艰苦艰难艰辛艰巨遥
年前铝城豪杰已继往开来袁
节后炼铝英雄正马不停蹄遥
在 圆园园苑 的舞台上袁
在 圆园园苑 的风景区袁
再高歌一曲声情并茂的大合唱袁
再演出一场今古奇观的连续剧浴

读 圆 月 苑 日叶郑州日报曳袁喜闻中铝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荣获 圆园园远 郑州年度经济人物袁河南分公司荣登领军型企
业排行榜榜首袁不禁喜上眉梢袁心潮奔涌袁欣然伏案挥笔一写为快遥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结果显示院 个人的
健康和寿命 远园豫取决于自己袁员缘豫取决于
遗传袁员园豫取决于社会因素袁愿豫取决于医疗
条件袁苑豫取决于气候的影响遥 所以袁要过高
质量的健康生活袁 首先每个人都要做一个
心理健康的具有良好健康生活习惯的人遥

一尧关于烟尧酒遥 吸烟有害是尽人皆知
的事实遥 世界卫生组织有一组数据很能说
明问题袁 如果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收是
若干亿美元袁那么 圆园 年后袁这个政府要用
当年烟草税的 圆援愿 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
康危害遥 所以告别烟草袁 让生命之树更绿
吧遥关于酒的问题遥酒精依赖及其相关问题
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尧 肿瘤的第三位的公
共卫生问题遥 长期大量饮酒袁对人的食管尧

胃尧肝脏神经尧血液尧内分泌及生殖等系统
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遥

长期饮酒的远期危害为院渊员冤致癌遥 美
国致癌研究中心认为袁 含酒精饮料是有致
癌性的袁并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袁致癌的危险
性升高遥但饮酒的多少袁都能使患乳腺癌的
危险性升高遥如果饮酒的同时吸烟袁癌症发
生的危险性更会大大增加遥 渊圆冤 酒精性肝
炎遥经常醉酒导致的酒精性肝炎和脂肪肝袁
以及由此而增加的肝癌的危险性大大增
加袁确是不争的事实遥渊猿冤神经系统损害遥研
究提示袁长期嗜酒损害脑部与记忆尧认知尧
判断等智能活动密切相关的部位袁 导致酒
精性脑病尧痴呆尧记忆力减退等遥 渊源冤股骨头
坏死遥 调查显示袁每周饮酒超过 源园园皂蕴 者袁

股骨头坏死的发病危险性会增加 员园 倍遥
渊缘冤精液质量下降遥 据估算袁成年人喝 远园园
克 缘园 度白酒后袁 精子质量会受到严重损
害遥

综上所述袁从营养学角度看袁人体在生
理上不需要酒精遥

专家建议院渊员冤 尽量少饮酒或不饮酒遥
渊圆冤不空腹饮酒遥 渊猿冤超重者别饮酒遥 渊源冤服
药期间不饮酒遥 饮酒可以使某些药物作用
加强或减弱袁 甚至可以转变为有毒物质遥
渊缘冤切忌酒后开车遥 渊远冤酒后莫运动遥

当你习惯了无烟酒的生活袁 肯定是一
种高质量的健康生活遥

二尧做一个能抗压的人遥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的加快袁人们在心理方面应该做到野三

良好冶遥 渊员冤良好的个性遥 心地善良袁乐观处
世袁为人谦和袁正直无私袁情绪稳定遥 渊圆冤良
好的处世能力遥观察事物客观现实袁有良好
的自控能力袁 能较好适应复杂环境变化遥
渊猿冤良好的人际关系遥助人为乐袁乐于奉献袁
与人为善袁心情舒畅袁人际关系好遥

三尧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遥尽量不
食野味袁可避免许多人畜共患性疾病遥尽量
少与餐桌野接吻冶袁吃吃喝喝袁说说笑笑袁特
别是相互夹菜袁这样也可避免传染性疾病遥
分餐制应是较为卫生的就餐方法遥

为了高质量地健康生活袁 让我们行动
起来袁掌握和宣传健康知识袁并且要在生活
中尧行为上去做到遥

渊职工总医院冤

高 质 量 的 健 康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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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芳

春 雷

电视节目早知道
为了方便广大职渊员冤工及家属收看长城铝电视节

目袁本报在 圆尧猿 版报缝刊登长城铝一套和二套渊即院综合
频道和影视频道冤下周节目预告袁欢迎广大观众读者查
询收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