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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成 就 梦 想
前不久袁 我有幸参加了公司新闻

培训班袁 聆听了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各位教授讲的课遥 在为期 4天的学
习中袁收获颇丰遥

保持持续的热情遥 拥有对工作的
热情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袁 作为一名基
层通讯员袁 只有将写作当成自己的业
余爱好袁并长期坚持袁持之以恒袁方能
体会其中乐趣遥将成功当成乐趣袁将暂
时的不成功当成自己前进的动力袁有
了好的心态袁加上不断努力袁就一定会
有收获遥

培养善于发现新闻的能力遥 勤于
思考是发现问题的前提遥 要想成为一
名优秀的通讯员袁就必须拥有看世界尧
看问题的野第三只眼冶袁在平常尧普通的
事件中寻找尧挖掘深刻的内涵袁善于以

自己独特的视角来看别人看不到的东
西遥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袁我们拥有先
天的优势袁就是贴近基层袁贴近班组员
工遥我们应当扬长避短袁在深刻领悟国
家政策尧企业精神的同时袁从基层的角
度入手袁以小见大袁将企业员工积极向
上的精神展现出来遥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通讯
员袁 必须关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袁 关注国家大事袁 关注媒体导
向袁关注企业动态袁关注员工感受袁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袁练就敏锐的新闻眼遥
这样才能用手中的笔更好地为企业发
展服务遥 企业的发展为我们这些基层
通讯员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袁不
断学习袁不断提高袁我们一定能在不断
努力中成就自己的梦想浴

银6月 30日袁在碳素厂野三比
一创冶表彰会上袁员工们表演了相
声尧小品等文艺节目遥 渊李红霞冤
银6月 26日袁 水电厂检修车

间工会为员工购买了团体意外
险遥 渊杨 四冤

银6月 25日袁 水电厂黄河水
源车间组织女工认真学习了 叶女
工专项集体合同曳遥 渊高建华冤

银6月 23日袁 水电厂供水车
间组织员工学习了叶集体合同曳和
叶女工专项集体合同曳遥 渊娄兴红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检修站
利用宣传栏尧黑板报等形式袁向员
工宣传企业文化理念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组织女工学
习了计划生育政策遥 渊王欣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
组织女工学习了 叶女工专项集体
合同曳遥 渊王丽娜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在

员工中开展了征集企业文化理念
小故事活动 遥 渊李 红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长

跑爱好者在铝城体育场进行了为
期 1个月的 5000米晨跑活动袁迎
接奥运会的到来遥 渊张 芸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计量科利用黑板报等形式袁 向职
工宣传企业文化理念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

间开展了野结合本职工作袁向抗震救
灾英雄模范学习冶活动遥 渊安爱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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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伟

那天袁 我在医院门口等妇产科的王
存袁远远地看到王丽婷走过来袁随口便问院
野看到王存没钥 冶丽婷一脸茫然院野王存钥 冶我
才忽然记起袁丽婷已经调离了妇产科遥 噢袁
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生命的助产士岁月袁
那些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姐妹们浴

1988年 7 月袁我从卫校毕业袁怀着满
腔的热情戴上了洁白的护士帽遥 和所有的
年轻人一样袁我对未来充满憧憬袁充满奋
斗的激情遥 我们以青春的热情认真迎送每
一位患者袁以真诚的微笑为每一位孕产妇
服务遥 那时袁正值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袁一
晚上出生两三个婴儿是经常的事袁新生儿
体重多在 6斤左右遥 野昨晚顺产一个 8斤 3
两男孩浴 冶天浴 来上班的人准会睁大了眼
睛袁一声惊叹遥 婴儿室经常有将近 20个粉
嘟嘟的小脸浴 走在大街上袁感觉怎么到处

都是孕妇钥 于是袁上夜班睡一下午袁下夜班
睡一下午袁常常在沉沉一觉后袁误把黄昏
当做黎明袁看看表袁看看太阳在东还是在
西才明白遥 以至于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袁
丈夫都搞不清我的班次遥
在叮叮当当的器械声中袁在生命第一

声响亮的哭喊中袁在感受初为人父母的激
动喜悦中袁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淬火
中袁我们这批前后脚毕业的年轻人渐渐地
成长起来袁锻炼成一支技术过硬尧配合默
契的团队遥 我们以诚挚的心换来了产妇尧
患者和家属诚挚的心袁和许多患者及家属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遥 大王丽尧小王丽尧李秋
香尧杨丽萍尧王丽婷尧何成珠尧王存尧任英俊
噎噎几乎每个从妇产科走出的患者或家
属都能说出这一连串名字遥 一张张热情真
诚的脸庞袁一个个青春美丽的身影袁陀螺

般地旋转在病房尧产房尧治疗室尧婴儿室袁
细心地呵护着每一个母亲和新生儿袁以爱
心和热情书写着铝城亮丽的风景袁为铝城
人民的母婴健康执著地追求着浴
记得有一年夏天袁隔上一两天袁就会

收治一名宫外孕患者遥 有职工袁有家属袁也
有周边居民遥 治疗每位患者袁我们都要忙
上好几天遥 有人便在记事板上写道院正式
命名 8月份为宫外孕月浴 看到的人都哑然
失笑浴辛苦尧劳累也在笑声中消散遥更忘不
了袁创建野爱婴医院冶时袁我们与住院孕产
妇结成对子袁 面对面地进行理论讲解袁手
把手教她们新生儿哺乳的技巧袁甚至连家
属都被培训得滚瓜烂熟遥 医患同心袁不分
昼夜地准备袁最终以高分一举通过了野爱
婴医院冶验收遥 创建野二级甲等医院冶时袁窗
户擦得亮得不能再亮袁 桌面纤尘不染袁所

有的卫生死角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遥 许多
人都由衷地感叹院家里都没这么干净浴 还
记得 1998年停汽检修袁 我们 24小时驻扎
在生产现场曰还记得炎炎盛夏袁我们送医
送药到野70万吨冶工地噎噎
斗转星移遥 将近 20年过去了袁当年的

小姑娘已经人到中年袁分别走上了不同岗
位袁成为科主任尧护士长尧技术骨干遥 我们
欣喜地看到企业的发展袁我们的服务也进
一步提高袁以往 4人尧8人一间的病房被单
间尧2人间代替遥 那时袁消毒班一项重要的
工作就是把用过的尿布送到洗衣房袁取回
干净的叠好备用遥 今天袁婴儿们用上了干
净柔软的免洗尿布袁24小时在母亲身边享
受着最好的照顾遥
当年接生的婴儿袁 有的上了大学袁有

的留学国外袁 有的成为乒乓球种子选手遥
高出几头的大小伙儿一声响亮的野阿姨冶袁
把人吓一跳院我有这么老吗钥
一段激情火热的岁月袁深深地印在记

忆中袁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袁以青春和
热血袁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袁融入了铝工业
发展壮大的历程遥 经历了总医院成为省级
文明单位尧二级甲等医院尧郑州市腔镜中
心的腾飞过程袁 也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
活遥 我们相信院我们的明天更美好浴

天上星袁地上星袁
地上更比天上明袁
一段银河五十里袁
自天直落郑州西遥

南嵩山袁北邙山袁
两山之间现奇观遥
红旗如潮人如海袁
巍巍铝都正兴建遥

东汜水袁西伊洛袁
流入黄河汇海波遥
血汗就如东去水袁
不舍昼夜献祖国!

昼漫长袁夜苦长袁
风雨之后路康庄遥
邓公宏图一绘定袁
铝都冲天闪银光遥

破迷信袁树自信袁
改革开放开国门遥
解放思想观念改袁

野入世冶屹立强国林遥
铝都焕发无穷力袁
指标红箭射青云遥

往昔难袁今日甜袁
幸福指数直线翻遥
奋斗野五十冶人人富袁
人人发誓献百年!

思悠悠袁忆悠悠袁
不忘当年老战友!
青丝今虽变银发袁
欣喜幸福夸满口遥

干革命袁继传统袁
一代一代向前冲遥
新思路袁高科技袁
当今一代更英雄!

大铝都袁远处看袁
恰如航空大母舰袁
劈风斩浪扬国威袁
世界潮流今属咱遥

泥思彦

野我的提案是院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
理袁 我建议噎噎冶野您所反映的问题在实
际中确有发生遥 今后我们要加强现场文
明施工管理袁采纳您的建议噎噎冶
这是 2008年 3月 10日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举行的长城铝二届六次职代
会尧 河南分公司一届六次员代会代表提
案现场办理会上的一个片断遥 提案人是
河南分公司氧化铝一厂员工代表周万
成袁 分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苗瑜对其
提案给予了现场答复遥听到答复袁提案人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遥
现场办理职渊员冤代会提案是中铝郑

州企业两公司在落实职渊员冤代会制度的
基础上,按照野健全制度袁规范管理袁充实
内容袁注重实效冶的要求袁坚持以人为本袁
全心全意依靠职渊员冤工办企业的具体体
现和构建和谐中铝郑州企业的一项新举
措袁 也是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在民主管
理上的创新遥
近年来袁公司工会以职渊员冤代会代

表提案办理为重点袁 大力推进 野阳光工
程冶袁围绕野以人为本袁民主管理袁建言献
策袁和谐发展冶的主题袁不断创新民主管
理方法袁制订了叶提案工作制度曳袁并协调
各方袁积极筹备并圆满举行了职渊员冤代
会代表提案现场办理会袁 谱写了新形势
下企业和谐发展的新篇章遥
答复要要要激发了代表提案热情
职渊员冤代会召开前袁是代表们最繁

忙的时候遥参政议政袁收集职渊员冤工的意
见和建议袁反映职渊员冤工的呼声袁为企业

发展出谋划策是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广
大职渊员冤工代表的共识遥 在中铝郑州企
业两公司袁 无论是生产一线还是后勤服
务管理部门袁职渊员冤工围绕企业改革尧发
展尧稳定大局袁有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袁
都是通过职渊员冤工代表提案的方式来反
映的遥

野要治理污染袁提高生活环境质量浴冶
这是河南分公司员工代表陈金岭的提
案遥

野要加大对工业废弃物开展科技攻
关的力度遥冶这是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水泥
厂职工代表孙宏伟的提案遥

噎噎 噎噎
一件件提案袁一颗颗拳拳赤子之心袁

这提案体现了职渊员冤工对企业的关心和
期望遥
在两公司职渊员冤代会提案现场办理

会上袁 分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张剑辉对
陈金岭的提案答复道院野河南分公司近几
年投入大量资金对一批重点大气污染源
进行了治理遥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袁还有
些大气污染源未得到根治遥 河南分公司
今年将改造 4号熟料窑电收尘和 3号至
5号锅炉收尘系统噎噎冶
长城铝技术研发部主任吴一峰针对

孙宏伟的提案答复道院野长城铝已于
2006年初以耶赤泥脱碱尧废水处理及脱
碱赤泥综合利用试验研究爷 为题在中铝
公司立项袁 并获得中铝科技发展基金的
资助遥目前项目的试验工作正在进行中遥

噎噎 噎噎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对职渊员冤工代
表提案的重视袁激发了职渊员冤工代表提
案的热情遥许多关于企业生产经营尧生活
福利等方面的野金点子冶袁凝聚着两公司
职渊员冤工的智慧袁通过代表提案的方式
得到实施袁为企业科学尧可持续发展增添
了动力遥

提案要要要促进了企业科学发展
职渊员冤代会制度是企业民主管理的

基本制度袁而提案工作是落实职渊员冤工
代表民主管理权利袁 推进企业民主管理
的重要渠道遥

为完善职 渊员冤 代会制度袁 发挥职
渊员冤代会代表提案在促进企业民主管理
和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根据叶企业职
工代表大会条例曳等有关规定袁公司工会
结合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实际袁 经过调
研袁制订了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尧中国铝业
河南分公司 叶职 渊员冤 代会提案工作制
度曳遥每届职渊员冤代会第一次会议分别成
立两公司提案工作委员会袁作为职渊员冤
代会下设的专门工作委员会袁 负责两公
司的提案工作遥 提案工作委员会的职责
是院依照规定的程序袁组织尧征集代表提
案曰 对提案进行审查立案和确定承办单
位曰 协调检查督促和推动承办单位认真
办理和落实提案曰负责向职渊员冤代会报
告提案工作曰 评选表彰优秀提案和先进
承办单位袁 开展年度优秀提案和提案承
办先进单位评选并予以表彰遥
经审查立案的提案袁 根据提案的内

容和有关单位职责确定承办单位袁 报请

公司主管领导批示遥 对企业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尧反映职渊员冤工普遍关注的
热点问题袁并且可行性较强的提案袁提案
工作委员会进行重点督办遥 各有关单位
和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和领导指示意见袁
对代表的提案作出答复遥
对涉及两个以上单位会同办理的提

案袁主办单位主动牵头袁会同办理单位积
极配合袁认真协商解决遥承办单位加强与
提案者的联系袁及时沟通情况袁共同研究
提案的落实措施遥提案按统一格式答复袁
由承办单位主要领导人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遥 提案答复最后由公司提案工作委
员会统一向各代表团反馈遥 每件提案办
理完毕袁 提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将提
案表尧办理答复件等立卷归档遥

落实要要要营造阳光下的和谐
公司工会把提案处理作为实施 野阳

光工程冶的一项重要内容袁采用网上公示
等形式袁定期公布提案处理情况袁接受职
渊员冤工代表监督袁并开展年度优秀提案
和提案承办先进单位评选袁 以促进代表
提案的办理遥 3年来共征集职渊员冤工提
案 900件袁已全部反馈提案人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领导指出院现

场办理职渊员冤代会代表提案袁是一场别
开生面的答复会袁是企业倾听职渊员冤工
呼声的一个重要途径遥 代表的提案都是
从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渊员冤工利益的
角度出发的袁体现了广大职渊员冤工对企
业的热爱之情遥 承办单位要对提案的实
施排出计划袁指定具体部门由专人负责袁

把提案落到实处袁 使企业在又好又快的
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遥
公司在坚持和完善职 渊员冤 代会制

度袁创新民主管理袁推行提案现场办理的
同时袁 积极促进集体合同制度和厂务公
开制度的落实遥在每年的职渊员冤代会前袁
公司工会采取各单位自查尧民主测评尧调
查问卷等方式袁对两公司叶集体合同曳的
履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遥 历次检查结果
表明职渊员冤工对叶集体合同曳的履行情况
满意率达 99%遥 2007年底袁通过民主协
商袁 又签订了两公司 叶女工专项集体合
同曳袁从制度上维护了全体女工的特殊利
益和合法权益遥
新的叶劳动合同法曳于今年 1月 1日

开始实施遥 根据叶劳动合同法曳的规定和
总部的要求袁 两公司对现行的人力资源
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遥 公司工会借助职
渊员冤代会平台袁与两公司人事部和人力
资源部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平等协商袁充
分反映了基层职渊员冤工代表的意见和建
议袁就涉及职渊员冤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的修订提出了建议袁并达成一致意见袁
在职渊员冤代会及联席会议上予以审议通
过遥
厂务公开是广大职渊员冤工参与企业

民主决策尧民主管理尧民主监督的重要途
径遥 公司工会按照野党委是第一领导人袁
行政是第一执行人袁纪委是第一监督人袁
工会和职渊员冤工是第一评议人冶的原则袁
建立了从班组尧车间到厂尧公司的四级厂
务公开制度袁每季度逐级进行考核袁保证
了基层民主管理渠道的畅通遥
公司工会主席纪行说袁职渊员冤代会

制度尧提案工作制度尧集体合同制度和
厂务公开制度等袁都是企业推进民主管
理尧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遥
发展要和谐袁 管理要民主袁 和谐要沟
通遥 公司工会野阳光工程冶的全面实施袁
有利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袁有利
于企业的和谐快速发展遥 今后要不断
深化和创新野阳光工程冶袁不断提升企
业民主管理水平袁促进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又好又快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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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光 春 风 和 谐 曲
要要要公司工会推进野阳光工程冶纪实

阴 周玉梅 吴建斌 王欣欣

红色的七月袁
我们用如潮的歌声袁
歌唱我们的祖国袁
歌唱这天地间神奇的土地遥
红色的七月袁
我们用如火的激情袁
回忆南湖的碧波袁
嘉兴的烟雨遥

红色的七月袁
我们的颂歌袁
凝聚着岁月的风声尧雨声袁
凝聚着庄严的足迹袁
不变的深情遥
澎湃的心潮袁
是红旗下怒放的花海袁
是洋溢着浩然之气的诗篇袁
纪录着八十七年风雨历程遥

党啊袁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袁
艰难岁月袁
你是一团燃烧的火种袁
把曙光播撒在希望的心灵遥
党啊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袁

和平年代袁
你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袁
引导我们前行遥

抗洪灾袁抗非典袁抗雪灾袁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袁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袁
丹心一片映出霞光袁映出红日遥

昨天的故事袁
在历史的篇章中精彩曰
明天的壮丽袁
有我们团结奋斗的豪迈遥

七月袁我们让勤劳的汗水袁
飞扬成自豪的音符曰
七月袁我们让智慧的花朵袁
开满希望的征途遥

党旗引路袁
我们踏上新的征程袁
热血与祖国的未来相融袁
心与灿烂的明天同行遥

献
给
七
月
的
歌

晓
峰

李
红

张建陆

七 律

欢庆锣鼓动地诗

每忆当年创业时袁
眼前旧景又历历遥
荒野夯歌送晚霞袁
夜空焊花迎晨曦遥
枕砖卧薪风吹梦袁
幕天席地露湿衣遥
最是难忘投产日袁
欢庆锣鼓动地诗遥

创 业 二 首
忆秦娥

雪
朔风烈袁
玉龙狂舞吞日月遥
吞日月袁
千里冰封袁
寒鸦凄切遥

当年创业志如铁袁
只争朝夕战风雪遥
战风雪袁
大地飞歌袁
红旗猎猎遥

铝 都 放 歌
融 入 生 命 的 天 使 岁 月

清
风
明
月

清溪 何锦星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