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 代
峰冤为提升服务技能袁做好服务
作袁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举
了一场生动的服务礼仪尧 安全尧
律知识竞赛活动遥
这次知识竞赛的内容涉及后勤

务管理中心的各个服务行业和各

工种的服务规范尧服务礼仪尧安全生
产尧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袁分必答
题尧随机回答尧抢答题尧风险答题和观
众答题五个环节袁 经过选手们的激
烈角逐袁该中心第五分会尧第四分会
和第一分会分别获得本次比赛的第
一名尧第二名和第三名遥

本报讯 渊实习生 李勇 许颖
苑月 圆日袁热力厂庆七一野燃化和
杯冶软式排球比赛圆满结束遥 该厂
政工领导出席了闭幕式袁 并为获
代表队颁发了证书和奖品遥
本次比赛历时 缘天袁有 员园个代
队参赛遥 比赛采取循环形式袁以
计积分评出冠尧亚尧季军遥 整个比

赛过程中队员之间配合默契袁 发挥
出色遥 在 圆园轮激烈的争夺中袁队与
队之间打出了气势袁赛出了风格遥男
子组冠军和女子组冠军分别被汽电
车间和机关队夺得袁机关队尧锅炉车
间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亚
军袁锅炉车间尧检修车间分获男子组
和女子组季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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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职工总医院中医科冬病夏治工
作即将开始袁 治疗范围院 习惯性感
冒尧慢性支气管炎尧哮喘尧肺气肿尧关
节炎尧颈椎病尧骨质增生遥

治疗开展时间院
初伏 苑月 员缘日耀苑月 员苑日
中伏 苑月 圆缘日耀苑月 圆苑日
末伏 愿月 员源日耀愿月 员远日

联系电话院远苑圆怨远员苑员

冬 病 夏 治 即 将 开 始

银为纪念党的 愿远 周年华诞袁近
日袁开发总公司开展了庆祝建党 愿远 周
年暨野讲正气袁树新风冶赛歌会遥

渊金慧玲冤
银近日袁 渑池铝矿举办了庆七一

诗歌朗诵会遥 渊苏小鹏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房地

产科代表长城铝参加了区政府相关部
门主办的野节约集约用地袁坚守耕地红
线冶为主题的黑板报展评遥

渊黄巧玲冤
银在近日举行的省第十届老年体

育活动会上袁 我公司老年体协男女代
表队经过 缘天鏖战袁女队获得第 远 名袁

男队获得第 员圆 名袁 双双进入前十二
强遥 渊方云阁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七车间利用
黑板报尧 宣传栏和蒸发通讯等多种渠
道大力宣传企业文化建设遥

渊董爱东冤
银日前袁 氧化铝一厂空压站举办

了为期 员周的乒乓球比赛遥
渊张静冤

银近日袁 保卫消防中心篮球队在
中铝郑州企业举办的野氧化铝杯冶篮球
比赛中团结拼搏袁 充分发挥体育竞技
精神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遥

渊尹万祥 王勇冤
银截至 远月底袁 唯特俱乐部太极

拳协会吸收的太极拳爱好者已突破了
缘园园人遥 渊李勇冤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条奔腾不息的
河袁青春岁月袁便是其中最汹涌澎湃
一段遥那咆哮向前的隆隆声响袁激情
滚的晶莹浪花袁 无不让人感到生命
璀璨与辉煌遥
我的青春岁月应该说是在共青团

度过的遥员怨怨源年初夏袁一个令我终生
忘的日子袁 年少懵懂的我在团旗前
重地举起了右拳袁 许下了铭刻终生
誓言浴从那时起袁我与共青团结下了
解之缘遥 尽管年少的我那时并不很
楚共青团意味着什么袁 也不清楚作
一名团干应该做什么袁 但是在我年
的心灵中袁 重重地打上了共青团的
印浴 从那以后的 员猿 年里袁除了工作
动的原因暂别共青团两年袁 其余的
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团的怀抱遥
记得 员怨怨怨年的初夏袁在我入团的第
个年头袁 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
军的野蛮轰炸浴在共青团的号召下袁
都百万学子走上街头袁 以震彻环宇

的怒吼声袁 向施暴者发出了最强烈的
声讨浴 那时袁 我只要看一眼鲜红的团
旗袁就浑身充满了斗志浴

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刻起袁 我就
清楚地知道袁作为一名团干熏肩上的担
子有多重遥 整整 员猿年啊浴 在共青团里
我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袁也
把真诚尧正直尧进取等美好品质奉献给
了共青团遥

都说共青团是锻炼人的好地方遥
是啊袁 这是怎样的一个宽阔的实践舞
台啊浴十八般武艺可以尽情展现遥宣传
教育袁组织协调袁安全生产袁文化活动
噎噎每一项活动都是一次拓展思维尧
培育驾驭能力尧摸索交流技巧尧培育团
队精神尧 磨练坚韧品质的机会遥 在这
里袁没有失败可言袁每一次经历都是一
种学习袁一种积累袁一种扬弃遥 没权怕
什么钥 青春的朝气与锐气自有一股不
可阻挡的力量浴没钱又怎样钥激情与智
慧会让工作在疑无路处峰回路转袁柳

暗花明浴在这个岗位上袁我们只管辛勤
耕耘袁无怨无悔袁任劳任怨遥有道是野天
道酬勤冶袁希望的种子袁成功的胚芽在
浸透汗水后袁 会在未来的不经意处带
给我们一抹惊喜的新绿浴

都说青年人的感情至真至纯遥 是
啊袁远离了世俗与功利袁我们带着一份
美好的情感为了共同的目标相聚在团
旗下袁青春的面庞袁开阔的胸怀袁似那
一碧如洗的天空袁 坦坦荡荡袁 清清爽
爽遥 我们协作袁相互借力共同攀越曰我
们争吵袁只为辩明道理达成共识遥不用
掩饰自己的个性袁我们可以率性而为袁
宽容与友爱会让每一个真诚付出的人
变得更加富有个性魅力遥 我们幸福地
品尝着这杯甘醇的友谊美酒袁 享受着
一段诗意人生遥

一年前袁 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遥 为了保证共青团每个基层组织
中都有党员袁我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遥
但是袁我又清楚地知道袁随着年龄的增
长袁离开共青团的日子离我愈来愈近遥
都说失去后才知珍贵袁 心底总有个声
音对自己说院再过几年袁你就真的不再
是一名共青团员了遥 这一念头一在脑
海中闪过袁 一缕离情就湿润了我的眼
眶遥 是啊浴 人袁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老
去袁但那份丝丝缕缕的眷念之情袁又如
何会在瞬间消失钥

这浓浓的眷恋永远也不会消失遥
无论我身在何方袁 无论韶华怎样地流
逝袁总有一根丝牵着共青团袁无论在何
时触动袁 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浸润
全身遥

激 情 燃 烧 的 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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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要要
在城市肖像里袁咖啡屋有着独特的颜色袁走过那间咖啡屋熏情不自禁地

停下脚步遥 一段悠扬曲子飘来熏让人觉得温柔噎噎

阴 阿 光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一
个重要方面袁 就是积极参加
体育运动遥 人能获得上天最
好的奖赏莫过于身体的健
康尧结实和强壮遥 发达的肌肉
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
机袁 供给人类旺盛的生命力
和巨大的精神力量遥

野文明其精神袁野蛮其体
魄遥 冶这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一句话遥 在年轻时袁毛泽东就
十分注重体育锻炼袁 一年到
头袁他都坚持清晨洗冷水浴遥
他穿山越野袁击水畅游遥 除此
之外袁他还喜欢练拳术遥 正是
这些 野体育项目冶 的千锤百
炼袁才使得他在长征开始时袁
能够抗住疾病的困扰袁 也让
他在以后的战争环境中能够
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袁 为一生
从事艰苦繁重的革命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遥在全国解放
后袁虽处于和平环境袁但年事
渐高的毛泽东对体育锻炼的
热情丝毫不减当年袁特别对在
大江大海中游泳的兴趣更高遥
他先在北戴河尧邕江和十三陵
水库游泳袁后在黄石尧安庆尧九
江尧 武汉等地的长江中游泳遥
有人统计袁 他曾 员苑次横渡长
江袁最后一次已达 苑猿岁高龄遥
正是强健的体魄使得他老人
家 员怨苑远 年 缘 月尧远 月尧愿 月三
次心脏病发作后袁依然能够脱
离危险遥 有了健康的身体袁才
使他能够日理万机袁夜以继日
地为党为民操劳袁 应该说能

够活到 愿猿 岁高龄袁是他注重
体育锻炼的结果遥

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解放和繁荣富强奋斗了一
生袁享年 怨猿岁遥 邓小平健康
长寿袁与他热爱体育运动袁终
生坚持体育锻炼是分不开
的遥 从青年时代起袁邓小平就
养成了坚持健身的习惯遥 他
喜欢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项
目袁如散步尧洗冷水浴尧游泳袁
后来又喜欢打桥牌和台球遥

苑怨岁那年袁 邓小平在北
戴河游泳锻炼半个月遥 每天
上午 员园 点袁 他准时到海边袁
下海畅游遥 有时风浪大袁他依
然沉着袁奋臂搏浪遥 日理万机
的邓小平只要平时有空他就
去游泳场所锻炼袁 不间断的
体育锻炼给了他健壮的体魄
和充沛的精力遥 他曾自豪地
说院野我用游泳来锻炼身体袁
用桥牌来锻炼脑筋遥 我能游
泳袁证明我身体还行袁我打桥
牌袁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遥 冶

事实上袁不仅是领导人袁
还有那些闻名于世的名人以
及那些干出过轰轰烈烈的事
情的人袁 无一例外地都有这
样的感受遥 身体对每个人而
言是极其重要的袁 任何忽略
身体因素的人都会受到命运
的惩罚遥 因此袁他们也都践行
奥林匹克精神袁 热爱体育运
动袁 积极参与到运动健身的
行列中来遥 因为体育运动永
远是健康的源泉遥

曾经有一个冬天很冷袁 冷得雪花都枯
萎了遥

在那个没有雪花的寒冷的冬天袁 我曾
固执地捧着一杯苦苦的咖啡袁 热切地盼望
着花朵绽开袁 盼望着春天在绿色的天边慢
慢走来遥

一杯黑咖啡袁一缕袅袅的热气袁使漫漫
冬夜展开的书籍多了别样的味道和温暖遥
那杯热热的咖啡和那个冬天一起留在了我
的心底遥 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袁家人团聚袁
朋友相约袁到浪漫巴黎咖啡屋喝咖啡袁在幽
雅的氛围中袁在温柔的灯光下袁能感觉到时
光在浪漫的音乐声中汩汩流淌遥

浪漫巴黎咖啡屋里袁鲜嫩的黑椒牛排袁
美味的香熏鳕鱼排袁 各式比萨饼和水果沙
拉都是我喜欢的袁但是袁我最喜欢的还是那
里各种各样的纯正的南美洲咖啡遥 我喜欢
喝纯粹的咖啡袁不必加奶袁不必加糖袁我喜
欢的是那纯正的香遥 一杯浓郁香醇的蓝山
咖啡袁带着加勒比海的阳光尧买加岛的细雨熏
让心情舒朗了许多袁 同样舒朗的还有岁月
的温暖尧生活的悠闲遥

夏天袁我曾独自一人坐在
阳台上袁看着变换的晚霞袁慢慢
地品味刚煮好的热咖啡遥 咖啡
的香味弥漫在黄昏的静谧中遥
这个时候袁没有工作的紧张袁没
有生活的琐碎袁 甚至感觉到连
思维都是多余的噎噎身心处在
极其自然的状态袁 是一种充满
了自然气息的自在的美好遥

朋友们说袁每一种咖啡都
有一个故事遥 还有朋友们说袁
每一次来浪漫巴黎咖啡屋都
像赴前世今生的约定遥我则笑
言袁 上街有这样一个去处袁是

大家伙儿的幸运遥
我是喜欢喝茶的人袁 这多年休假的时

候漫游南北袁品味过各种原产地的茶遥 那茶
的味道和颜色曾经让我着迷遥 我觉得品茶
如品生活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袁在喝茶
的同时袁我喜欢上了咖啡苦苦的味道遥 我觉
得咖啡的苦涩醇香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滋味袁 而喝咖啡则渐渐成了现代都市生活
的一种时尚遥

这些年已经习惯了安静地边看书袁边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袁边喝咖啡遥 音乐如泉水
般流淌袁 每一寸时光散发着淡淡的苦涩的
芬芳袁像咖啡的味道遥

品味咖啡袁 如品味生活中一个温暖的
童话遥 沉默中品味咖啡的色泽袁透出许多浪
漫袁 透出许多暖意袁 在暗淡中透出五彩缤
纷遥

走过那间咖啡屋 熏 情不自禁地停下脚
步袁心一点点感动着遥

在浪漫巴黎咖啡屋袁 我被生命中的美
丽感动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孙玉荣冤为
活跃女工的文化生活袁 陶冶情
袁培养生活情趣袁苑 月 圆 日袁机械
造公司组织的女工拉丁舞培训
开班遥

本次培训为 员个月袁 培训以业
余时间为主袁 欲通过培训达到思想
上提高自信尧观念上突出转变尧能力
上得到提高尧兴趣上得到拓展尧精神
上得到振奋的目的遥

本报讯 渊实习生 苏小鹏 李
冤苑 月 缘 日袁 长城铝机关党委举办
廉言警句书法尧自制廉洁从业警示
卡尧 读书思廉廉洁文化 野三评冶活
遥
根据长城铝有关文件精神袁按照

洁文化野三进冶渊进部室尧进岗位尧进
庭冤工作安排袁长城铝机关党委在
月份野廉政宣传月冶期间积极开展
廉洁文化野三评冶活动遥长城铝机关
级以上领导干部 缘园 余人参加了此
活动袁 该活动共收到书法作品 源怨
袁自制廉洁从业警示卡 猿园个遥

经过评委认真评选袁这次书法展
评活动一等奖分别被时跃华尧 夏建
民尧李庆新等 猿人夺得袁窦广辉尧张海
林等 远人获得二等奖袁许世勇等 猿人
获得三等奖遥窦广辉尧夏建民尧朱岩等
缘 人的子女为自己的父亲制作的廉
洁寄语卡受到参观者的好评遥

据悉读书思廉心得和论文的评
选活动将在 员园月份进行遥

开展廉洁文化野三评冶活动袁对进
一步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自身素质袁
起到了教育尧示范尧熏陶尧导向尧凝聚
和辐射作用遥

长城铝机关党委

开展廉洁文化 野三评 冶活动

评委对参展作品进行点评遥 孟友光 摄影

热 力 厂 庆 七 一 软 式 排 球 比 赛 落 下 帷 幕

机 械 制 造 公 司 女 工 拉 丁 舞 培 训 班 开 班

服务礼仪 尧安全 尧法律知识一样都 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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