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爱书法几十年袁
名家字帖没临完遥
花甲之年兴不减袁
提桶拎笔去公园遥
水做墨来地当纸袁
龙飞凤舞摆地摊遥
过往游人都称赞袁
几个老头不平凡遥
行书出自兰亭序袁
楷书胜过柳公权袁

草书写得像怀素袁
狂草奔放赛张癫遥
席地练字真不错袁
文房四宝不花钱袁
陶冶情操又健康袁
胜过跳舞和打拳遥
累了马扎上面坐袁
几位老哥侃大山袁
这样养老真美好袁
不是神仙胜神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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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庆新冤缘 月 愿日郑
市野全市职工网上摄影比赛冶揭晓袁公司工
组织职渊员冤工摄影作品参加了这次比赛袁
有多人取得好成绩遥 其中李文忠的 叶光景
曳荣获二等奖袁杨建强的
缔造辉煌曳 和李庆新的
天飞来报喜鸟曳荣获三
奖袁何锦星的叶蝶恋花曳尧
庆新的叶脊梁曳尧李文忠
叶礼赞曳尧程建林的叶钢
曳尧乔礼坤的叶丰碑曳和司
萍的叶铝城正气歌曳等作
获得优秀奖遥
为了展示郑州市总工
成立 愿园 周年取得的辉
成就袁今年 猿月袁市总工
举办了 野全市职工网上
影作品比赛冶遥我公司工
推荐多幅作品参加比
遥参赛作品题材广泛袁形
多样袁 从不同角度展现

了职渊员冤工火热的工作场景和描绘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袁 展示了新时期广大职
渊员冤工奋发向上尧爱岗敬业尧共建和谐企业的
风采遥 下图为获奖作品叶光景韵曳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洽智冤据叶工人日
曳报道袁由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和叶工人日报曳
联合举办的 圆园园远 年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
作品征集活动评比揭晓袁秦德龙的作品叶厂
刘绳曳获得优秀奖遥
此次征文活动袁历时 员年袁共收到各类文

作品近 员 万件遥 叶工人日报曳先后编发了 圆园
专版袁 刊发了基层 员园猿 位作者的 员圆愿 篇

渊首冤作品遥 秦德龙的叶厂医刘绳曳发表在 苑 月
份的专版上袁并被其他报刊转载遥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尧 著名评论家李炳
银先生撰文说院野在小说作品中噎噎秦德龙的
叶厂医刘绳曳等都给我留下印象袁是很不错的
短篇佳作遥 冶野小说的故事很有趣袁 一个小故
事袁两条人命袁表现了现实社会人生的某些世
相遥 痛哉浴 快哉浴 余味颇多遥 冶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红冤近日袁氧化铝
厂为期 怨 个月的野企业理念故事征集冶 活
圆满结束遥

野企业理念故事征集冶活动是由氧化铝一
企业文化部在 圆园园远年 愿月份组织实施的遥
目的是为了深入宣讲以野实勤公高冶为核心
企业文化理念遥 活动通过全面征集近年来
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在立足本职尧 敬业拼
中所发生的典型事例袁 把反映员工自觉实

践企业理念和价值观的生动事例故事化尧理
念化袁用员工身边的事例引导员工尧激励员工
向身边的先进人物学习遥

活动共收到 愿怨篇作品袁 经过评选袁员愿篇
理念故事获奖遥 其中袁叶我给设备打点滴曳尧叶一
粒纽扣曳尧叶王熙慧总经理的 野员垣员跃圆冶曳猿 篇作
品获一等奖曰叶张延松和他的个人命名法曳等 缘
篇作品获二等奖遥

全 市 职 工 网 上 摄 影 比 赛 揭 晓
我企业职 渊员 冤工摄影作品榜上有名

秦德龙小说获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秀奖

野企业理念故事征集 冶活动圆满结束

公园一道风景线

王健生

窑尧炉的余热还未散尽
叮当的砌筑声早已响起
满是老茧的大手
舞动着上下飞舞的灰铲
耐火砖在层层叠起
弥漫的窑尧炉灰尘在飞扬
浸透汗渍的工装在滴水
高产稳产靠我们来保证
朴实的感情在这里结晶升华
在筑炉工的心里
困难总在脚下噎噎

筑 炉 工 赞

周 欣

野携手共进袁同创卓越冶袁在 缘 月 员苑日世界电
信日即将到来之际袁缘月 员缘日袁 水电厂电讯车间
和中国移动河南郑州分公司上街营业部举办了
企业文化交流活动遥

整体活动由交流座谈尧参观考察尧联谊互动尧
篝火晚会 源 个板块组成袁热烈隆重袁活泼新颖袁两
个单位员工互相交流野卓越服务袁创新文化冶方面
的工作经验袁展示了良好的企业形象遥

水电厂副厂长付通顺尧 工会主席方志勇袁移
动公司上街营业部经理尚建华和副经理卢春德尧
原永彬等参加了交流活动遥

座谈交流会在移动公司上街营业部会议室
举行遥 移动公司上街营业部领导谈了移动公司坚
持野正德厚生袁臻于至善冶的核心理念袁围绕野成为
卓越品质的创造者冶的企业愿景袁开展企业文化
建设袁打造移动服务品牌方面所做的工作遥 水电
厂电讯车间党支部书记崔镇介绍了电讯车间开
展企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活动和服务文化建
设方面的经验遥 移动公司上街营业部野服务明星冶
周欣和电讯车间野服务之星冶刘智军分别交流了
各自在做好本职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遥

近年来袁水电厂以野培育优秀企业文化袁打造
一流员工队伍袁创造一流工作业绩冶为目标袁坚持
野重心下移袁创新形式袁融合渗透袁务求实效冶的原
则袁开展了以安全尧服务尧成本等为主题的创建企
业文化创新野示范基地冶活动遥 各单位结合自身特
点袁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遥 黄河水源车间
以成本文化为主线袁通过开展野分子分母冶大讨

论袁加强车间管理与文化建设袁为水电厂降低生
产成本作出了贡献袁成为分公司首家企业文化创
新 野示范车间冶曰 电气试验室建设了企业文化长
廊袁开展了党员承诺尧每月一星尧优胜班组评选等
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创新活动袁成为公司企业文
化建设的窗口和亮点曰供水车间一环水泵站探索
了一条安全理念野内化于心尧固化于制尧外化于
行冶的野三化冶模式袁实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曰电讯
车间机务班通过野我为班组添光彩冶活动袁增强了
员工的服务意识遥 分公司五一劳动奖状和先进党
委尧四好班子尧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记载了水电厂这些年走过的辉煌历程遥

在移动公司上街营业部厂前路营业厅袁在水
电厂电讯车间袁在氧化铝二厂厂史展览室和生产
主控中心尧在水电厂黄河水源车间噎噎两单位员
工边参观边交流参观体会遥 水电厂电讯车间的企
业文化建设给上街移动营业部的员工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遥 他们在企业文化创建活动中坚持以人
为本袁处处体现出亲情袁突出人性化袁以不同形式
开展亲情寄语和班组安全格言活动袁把家人的温
馨祝福和员工对安全的承诺做成图板或者卡片
悬挂在岗位上或张贴在更衣室的工具箱上袁既提
醒员工时刻牢记安全袁又让员工体验到亲情的温
暖遥 水电厂电讯车间肩负着河南分公司通讯畅通
的重任袁拥有自动电话系统和调度电话系统两个
通讯平台袁 以企业专用网的形式接入中国通信
网遥 电讯车间机务班塑造具有班组特色的野服务
文化冶袁各项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袁多次被评

为水电厂先进班组尧安全先进班组袁员人次获得分
公司五一劳动奖章袁圆人次荣获二等功袁圆 人次获
得三等功遥

水电厂电讯车间主任王学昌尧党支部书记崔
镇尧工会主席薛树阳在交流活动中介绍了自己单
位和员工取得的成绩袁脸上写满了自豪遥

联谊互动活动的地点在邙山脚下尧黄河岸边
的黄河水源车间水头泵房前的广场上袁现场彩旗
飘扬袁 彩虹门上悬挂着红色的条幅袁野创新文化
卓越服务曰实勤公高袁沟通无限冶等标语在黄河岸
边的猎猎长风中闪着明艳的光泽遥 移动公司上街
营业部员工和水电厂电讯车间员工分成 野携手
共进尧同创尧卓越冶源 个队袁开展了系列联谊活动
将企业文化理念和团队精神融入活动中袁体现了
携手共进尧齐心协力尧奋勇争先尧同创卓越的共同
心声遥

晚上袁野渔家乐冶 休闲娱乐广场篝火晚会上
歌悠扬袁舞翩跹遥 伴着大河奔流的涛声袁两单位员
工挥洒着奋斗的激情袁展示着青春的风采遥

野回首昨天袁无怨无悔袁留下的足迹成为小
小的句点曰展望未来袁任重道远袁等待我们的仍
然是漫漫征途遥 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袁只要我
们不断努力袁不断创新袁我们的工作就会更有成
效袁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生机勃勃浴 冶联谊活动
主持人的结束语引起了大家心中的共鸣遥 参加
活动的两单位员工说袁 这次企业文化交流活动
很有意义袁我们从中学习了很多袁思索了很多
感悟了许多遥

携 手 共 进 同 创 卓 越
水电厂和中国移动河南郑州分公司上街营业部举办企业文化交流活动

阴 本报记者 周玉梅 通讯员 陈智慧 崔 镇

座谈交流遥 陈智慧 摄影 现场参观遥 陈智慧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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