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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古 川

军旗飘扬
八一建军节又要到了袁 已经脱了几十年军装
的战友们相约要庆祝一下遥
每到相约的时候袁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
祖国南疆光荣牺牲的战友们遥 逝去的战友长眠在祖
国南疆袁让我们这些至今安享大好时光的人们不能
不时常想起他们袁尤其是在庆祝人民军队重大节日
的时刻遥
但是袁我们同时也没有忘记袁我们还有不少因
战致残的战友袁他们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顽强地拼
搏遥
一位乔姓战友袁我们同一天穿上军装袁同一天
到达同一个部队遥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时候袁
他已经是个排长了遥在一次战斗中袁他左臂中弹遥卫

生员给他作了简单包扎后袁就随着进攻的队伍冲上
去了遥 感谢支前民兵袁他们用担架抬上我的战友袁用
了五六个小时袁走了几十里山路袁将我的战友送到
后方医院遥 人是保住了袁可战友的左臂袁因为耽误时
间太长袁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遥 后来袁他被安置在干
休所袁由国家供养起来遥 但我的战友不愿坐等吃穿袁
便与人共同办了一个福利企业遥 经过几年的奋斗袁
如今企业年产值已达数百万元袁为当地经济发展作
出了贡献遥
一名刘姓战友袁战时是一名士兵袁战斗中不幸
失去右臂遥 他复员到地方的时候袁坚持说自己野残而
不废冶袁强烈要求分配工作遥 最终他被安排在我现在
所在的企业做了一名科员遥 1986 年袁我与他初次见

7 月 8 日至 14 日袁 工程公司工会在公司灯光球场举办
了第二届野喜迎奥运和谐工程杯冶软式排球比赛袁该公司 10
支代表队进行了 25 场比赛袁 充分展示了广大员工 野喜迎奥
运袁共创和谐冶的精神风貌遥
邓广顺 张艳华 摄影报道

银7 月 16 日袁 水电厂检修车间召
开会议袁开展了野践行中铝文化袁落实
高于一切冶征文活动遥
渊李健华冤
银7 月 11 日袁 水电厂黄河水源车
间开展了野五个一冶读书活动遥 渊高建华冤
银7 月 10 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站
开展了野五个一冶读书活动遥 渊渠文广冤
银近日袁工程公司土建尧电修车间

自强不息

组织开展了迎奥运文体比赛遥 渊王秀灵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为每位
员工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遥 渊张 芸冤
银近日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
科利用单位会议室为职工开辟了乒乓
球活动场地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空压站组织
学习了叶落实高于一切曳一书遥 渊张 静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
在班组中开展了野践行中铝文化袁落实
高于一切冶征文活动遥
渊安爱峰冤

面袁就被他的精神所感动遥 当时袁他正在一丝不茍地
用左手练习写字袁那个认真劲袁让人至今难忘遥 尽管
只有一只手袁他仍然坚持打水尧扫地尧写稿尧出差袁什
么事都抢着干遥 方便吗钥 不方便遥 有一次袁我们一块
开会袁大家都在忙着做记录遥 忽然听到野扑通冶一声
响袁刘姓战友突然倒在桌子旁遥 我连忙扶起他袁问他
怎么了袁他红着脸一再说没什么遥 事后才知道袁他在
记录时想用右手扶桌子袁竟忘记了自己的手连同右
臂都留在了南疆的大地上袁致使身体一下子失去了
平衡遥 由此可以想
象袁他在工作和生
活中有多少不便遥
我的 战友 可从 来

作为河南分公司直属二级单位的热
力厂袁经过 50 年的发展袁由最初仅有 2
台锅炉的小型热力厂发展成为现在有 9
台锅炉尧7 台汽轮发电机组袁年产蒸汽达
到 700 万吨袁 自发电量达到 3 亿千瓦时
的中型热电厂袁为氧化铝的稳产尧高产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遥
作为热力厂的一名普通员工袁我亲
身感受到了它的发展变化遥 20 年前的
那个秋天袁 我参加工作来到热力厂燃
化车间水处理岗位遥 当时的软水站采
用的是氢尧钠离子交换处理技术袁再生
剂为盐和硫酸袁其出水率为每小时 180
吨遥 因为氢尧 钠离子交换树脂容易失
效袁所以产水率低袁消耗大袁污染大袁工
作繁琐而沉重遥 为适应企业发展需要袁
热力厂水处理系统不断进行改建 尧 扩
建袁 到 1997 年已拥有 2 座一级复床离
子交换除盐水站袁 其总出水率为每小

过去使用的阴尧阳离子交换器遥

光阴荏苒袁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袁中铝郑州企业走过了 50 年的辉煌岁月遥 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
辉袁我们工作岗位上点点滴滴的变化都融入了企业发展的历程遥 要题记
要要

对比看变化

要写在迎接中铝郑州企业 50 周年厂庆的日子
要要
阴李 红
时 370 吨遥 一级复床离子交换除盐系统
的出水水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袁但还
存在着运行周期短袁酸尧碱消耗比较大
等问题遥 本着野节能减排袁降本降耗冶的
原则袁热力厂进一步进行了科技改造遥
2000 年除盐水站又投用了国内先进的
除盐技术要要
要反渗透除盐技术遥这开辟

李 红 摄影

了有 色系统应用 膜分离技术 的先河袁
其制水能力达到了每小时 550 吨遥反渗
透系统的投用袁 使水处理系统达到了
半自动化操作水平袁 有效降低了员工
的劳动强度遥 反渗透系统预脱除了水
中 97%的盐分后袁其产水再通过离子交
换树脂除盐袁 使交换器的运行周期得
到了有效延
长 袁酸 尧 碱 消
耗得到了降
低袁从而大大
减少了对环
境的污染 袁 同
时也提高了
热力厂的经
济效益遥 此项
目荣获了公

现在使用的反渗透装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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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困难吓倒过袁他硬是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
刻苦精神袁工作干得比常人还要出色遥 1989 年袁他
被提了科级遥 1995 年袁他被提了副处遥 现在他仍然
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中层管理岗位上袁担任公司后勤
服务中心副主任遥
也有生活经历不那么顺利的遥 一位张姓战友袁
和我同村同日入伍遥 冲锋时被居高临下的敌军高
射机枪弹将大腿穿了一个斜洞袁 侥幸的是腿居然
保住了遥 战后袁他被安置在某制药厂工作袁可制药
厂偏偏又倒闭了遥 如今袁他拖着一只残腿袁应聘在
某股份制铝企业做电解工遥 虽然日子过得不算富
裕袁 可他毕竟也是凭着自己的双手袁 在创造属于
自己的未来遥
这就是我的战友袁在战场上流血致残的战友遥
正如我的战友所说袁他们是野残而不废冶浴 他们在
战场上流了血袁不但没有倒下袁而且站得更直尧更
高尧 更伟大浴 在和平年代袁 他们脱下了绿色的军
装袁 可心里却永远飘扬着八一军旗遥 他们以复转
军人的身份袁 在不同的岗位上袁 继续为八一军旗
增光添彩遥

司野十大冶科技成果奖遥
宽敞明亮的厂房袁整齐划一的设备袁
训练有素的员工噎噎和以前相比袁 车间
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 成为河
南分公司首家野无泄漏车间冶袁获得了野国
家级青年文明号冶尧野河南省模范职工之
家冶 等荣誉称号袁 是热力厂文明生产的
野窗口冶遥
这仅仅是热力厂一个小小的变化袁
是河南分公司跨越发展交响乐中一个飞
扬的音符遥 50 年风雨彩虹袁50 年春华秋
实遥回首往昔袁一代代建设者在创新中体
现价值袁在奋斗中成就事业遥 今天袁让我
们携起手来袁发扬光荣传统袁争取更大光
荣袁在这片热土上袁用青春和热血尧力量
和智慧袁共同为野打造中铝百年老店冶作
出贡献遥 前程风采无限袁明天更加美好浴

李 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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