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玉儒同志是继焦裕禄尧 孔繁
森尧郑培民之后袁涌现出的又一位党
员干部的优秀代表袁是新时期领导干
部执政为民的楷模遥牛玉儒同志在三
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袁 一贯兢兢业
业尧无私奉献遥 在担任领导职务的二
十多年里袁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饱满
的工作热情为群众办实事尧 办好事遥
他的先进事迹袁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
党人的精神风貌遥

通过学习牛玉儒同志的先进事
迹袁 我了解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一
个党员干部如何按照党的要求袁保持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袁如何按照立党为
公尧执政为民的要求袁提高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遥

牛玉儒同志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胡锦涛同志提出
的野情为民所系袁权为民所用袁利为民
所谋冶袁 充分发挥出了一个共产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遥他干工作一步一个
脚印袁处处闪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
操遥 作为一名二级单位的工会主席袁
我要以牛玉儒同志的事迹为镜子袁查
找自身不足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袁自加压力尧负重
前行尧开拓创新的敬业精神袁鞠躬尽
瘁的公仆情怀袁坚强党性尧勤政廉洁
的革命本色遥

牛玉儒同志的精神为我做出了榜样袁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
野共产党员冶四个字的神圣和责任袁我要像他那样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遥我将从自己思想的深处入手袁
把牛玉儒的先进事迹袁作为鼓舞自己克服困难的动力袁在构建
和谐企业中袁充分发挥工会的纽带作用袁紧紧围绕企业的经济
建设袁发动广大员工开展劳动竞赛尧岗位练兵尧技术比武袁鼓励
员工多提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袁把员工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
出来袁为企业献计献策遥同时在关心员工生活上袁想尽一切办法
为员工排忧解难袁真正把党和组织的温暖送到员工的心坎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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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厂积极开展女工野五个一冶读书活动遥 近日袁该厂
工会主席杨建强为女工发放了图书及体育器材遥

张燕红 王金霞 摄影报道

银远 月 缘日袁建设公司为女工发放了
学习书籍 源园本遥

渊杨磊冤
银远月 员 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在该

中心办公楼前举办了以安全生产和环保

知识为主题的黑板报展评活动袁燃气供应
公司尧幼儿园获一等奖遥

渊马义林冤
银远月 员日袁铝城小学少先大队组织

学生开展了野绿色六一袁绿色行动冶快乐实
践活动遥通过情景剧野垃圾的自述冶尧野垃圾
的分类冶尧野可回收利用垃圾的再生过程冶
和 环保诗朗诵袁 同学们进一步增强了环

保意识遥 渊王 莹 张利强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厂劳动服务公司对所

属单位的厂队长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计算
机知识培训遥 渊金慧玲冤

银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为员工子女发放
了购书卡遥 渊王丽娜 杨苒冤

银为把野以人为本冶落到实处袁近日袁
总医院工会筹措资金为每位职工购买了

叶职工意外伤害保险曳袁 并于 缘 月 圆猿日生
效遥 渊安志伟冤

银近日袁工程公司工会精心挑选了适
合女工阅读的书籍赠送给她们袁以充实女
工的精神生活遥 渊邓广顺冤

银近日袁渑池铝矿医院医护人员为生
产一线员工进行了健康体检遥

渊苏小鹏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 玲冤
缘 月 圆苑 日袁 在中国郑州窑第二届
金麻雀小小说节开幕式暨颁奖晚
会上袁 矿业分公司张青岗矿的秦
德龙袁 被评为 圆园园远年度中国小小
说十大热点人物之一遥

秦德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袁 多年坚持小小说创作 遥 天

道酬勤 袁 其作品 叶因为你瘦得
像条狗曳 列入 圆园园远 年度中国小
说排行榜袁 叶厂医刘绳 曳 获得
圆园园远 年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秀
作品征集活动优秀奖遥 这次入
选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是秦德龙又一次荣获的全国性
文学奖项遥

侯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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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在河南栾川有一个峡谷袁叫野追梦谷冶遥
富有哲理和想象力的名称袁 我想一定是
高人所起遥我们在为此惊叹的同时袁也会
想到人世间许多关于梦的故事遥是啊袁我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做梦尧 追梦和
梦遥生命不息袁追梦不止遥因为有梦袁人的
命才有意义曰因为有梦袁这世界才多姿多
遥
梦是什么钥 它有何魅力熏牵引着我们的
魂和行动熏使我们魂飞梦萦尧欲罢不能钥
梦是人大脑潜意识的反映袁 一个人有

么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梦遥所谓野日有所
袁夜有所梦冶袁就是这个道理遥梦幻和思想
在一起袁就成了梦想遥梦想是人前进的动
遥
未来是一面没有玻璃的镜子袁 我们不

道将来自己会怎样袁 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袁 因此便做着一个
一个这样那样的梦袁 有求学梦袁 有求爱
袁有发财梦袁有升官梦袁有富贵梦袁还有长
不老梦袁如此等等遥这些梦想如同巨磁吸
着人们奋力向前袁将其智慧尧潜能和创造
发挥到极致袁借此到达理想的彼岸遥雨果
院野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大胆的幻想那样能
进未来的创造袁今天的幻想袁就是未来的
实遥 冶事实也的确如此袁科学的每一项巨
成就袁都是以大胆的幻想为出发点的遥许
科学家和艺术家也以其亲身体验证实了
幻是可以变为现实的遥
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高级动物袁 因此

史就赋予了人类特殊的使命袁 同时也给
平添了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尧 爱恨恩怨
及无尽的追求和烦恼遥 这一切的一切都
储于人的大脑之中袁萦绕于怀袁经久不息
噎于是便有了梦幻遥 人们在生活中难以
现的理想和愿望袁在梦里得以实现曰平时
积在心中的怨气和怒气袁 在梦里得以宣
曰日常不敢说的话袁在梦里就敢说曰平日
软弱可欺的懦夫袁 在梦里还可以当一回
雄遥 人的本性在梦里得以淋漓尽致地体
出来袁把野优秀的自我冶和野卑下的自我冶
分暴露出来遥然而在现代社会里袁一切都
乎可知又未可预知袁 令人捉摸不定浮躁
安遥 你不如别人袁别人瞧不起你曰你比别
强袁别人妒嫉你遥木秀于林袁风必摧之曰堆
于岸流必湍之曰才高于众袁众必非之遥 适
生存袁人们有意地压抑了自己袁让内心世
在梦幻里翻腾遥
世间的一切似乎都不能超前袁 唯独人

梦幻可以提前走得很远很远遥 让它走到
今生今世有望达到的制高点上去吧袁从
里拉回一条光彩夺目的导线袁 使你的每
个今天都变得无比充实尧无比欢欣遥当你
今日的行程中遇到波涛汹涌的江河时袁
可以化为助你到达理想彼岸的吊桥曰当

你在今日的跋涉中遇到了悬崖袁 它可以变
成保护你向上稳步攀登的绳索曰 当你遇到
危困时袁它是挡在四周的围栏袁使你不至于
步履踉跄地陷入其中遥 让我们的梦幻站到
人生的制高点上袁不是对今日现实的逃避袁
这正是引导我们从现实出发追求更高的境
界袁让梦想成真遥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尽酸甜苦辣袁又
在梦里得到许多启示和补偿遥但是袁我们还
远没弄清现实生活和梦境的关系遥梦非梦袁
梦如人生曰生非生袁人生如梦遥 雾里看花花
如雾袁梦里看人人非人遥梦袁一半是生活袁一
半是幻影曰 一半是欣
喜袁一半是忧愁遥 而人
是什么钥 一半是火焰袁
一半是海水曰一半是天
使袁一半是魔鬼遥

人生与梦同步袁而
梦走得更远遥 蓬勃与孕
育袁在这里接班曰匆忙
与舒缓袁 在这里融汇曰
伟岸与柔情袁在这里幻
化遥 累了袁梦是栖息的
港湾曰饿了袁梦是一顿
美餐曰如果你想从这里
起飞袁梦可以变为催化
剂助你上青天遥

梦是美丽的尧诱人
的袁 我们都追梦去吧袁
那里的世界更精彩 浴
啊袁我们看到了夸父逐
日袁 看到了梁祝化蝶袁
看到了帝王将相醉死
梦生袁看到了瞎子阿炳
步履蹒跚地走在求生
的路上袁看到了英雄美
人魂断蓝桥遥 我们还看
到了阮籍驾一马车在
荒野里漫无边际地狂
奔袁看到了李太白朦胧
间拿起如椽大笔写道
野今生在世不承意袁明
朝散发弄扁舟冶噎噎

梦啊梦袁 你是什
么袁 令人如此痴迷袁而
又难以追赶钥 是因为你
喜欢黑夜吗袁还是喜欢
故弄玄虚钥 你说袁其实
梦并不难圆袁难圆的是
自己的心愿遥 因为人的
欲望无止境袁所以那梦
也就无止境遥

是啊袁 人只要活
着袁 只要还有一口气袁
就要把梦做下去遥 人之

一生都在做梦尧圆梦袁但真正能够圆梦的并
不多袁它似乎更青睐于强势群体袁青睐于成
功人士遥 而弱者即便是倾其毕生精力也很
难把一个梦做圆袁 留下的往往是无尽的遗
憾遥

人生悠悠情悠悠袁世有缺憾梦难圆遥当
我们置身于各种梦境不能自拔时袁 却在那
悠悠山谷之间意外地发现了无数寂寞的荒
冢袁 那亘古的沉寂使我们一下子便陷入了
极度的迷惘和困惑之中了遥 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钥 原来袁这黑白世界尧朗朗乾坤并不是
我们永久的乐园啊浴终究会有那么一天袁我

们要彻底诀别这个世界袁 诀别人间这道风
景袁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追梦了遥

岁月剥去了一个个年轮袁 流星闪过无
痕遥 日月经天袁 四季轮回袁 我们不可能长
生袁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梦想变为现实遥 我
们所能做的袁 就是设法把生命延长袁 让自
己多做好梦袁 在有生之年使梦想成真遥 如
果你来不及圆梦袁 也不必遗憾袁 有人会把
它做圆遥

花开无声 高惠民 摄影

秦德龙名列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远月 圆日袁保卫消防中心和矿业分公司小关铝矿篮球
队在该矿篮球场进行了一场篮球联谊比赛遥

邢为华 摄影报道

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园举行了野和谐盛世尧
魅力童年冶庆典活动遥

屈波 摄影报道

为丰富女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袁日前袁运输部拉丁操培
训班正式开班遥

欧阳建设 姜静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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