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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月 4日到 8月 8日袁
来自古希腊的奥运圣火袁
在中国进行传递活动遥
两万多名火炬手袁
四万多公里行程袁
传递着我们的百年梦想袁
展示着十三亿人的激情遥
就是在这雄壮的队伍里袁
也有我们中国铝业的员工遥

当被告知自己是一名火炬手袁
很难掩发自内心的激动遥
要以最好的精神状态袁
展现出最佳的英姿风采袁
传递好自己的一段行程遥
有火炬手对祥云火炬亲吻袁
那是情不自禁袁那是动情遥
当火炬点燃的一瞬间袁
内心也是一片圣火熊熊遥
参与尧拚搏尧挑战袁

正义尧顽强尧公平噎噎
奥林匹克精神袁
奥运圣火传递袁
它是人类历史文明的
传递和象征遥

当火炬点燃阳光袁
风把橄榄枝举过头顶遥
弹起和弦袁
谁能不加入这健美的竞争钥
高高擎起火炬圆梦遥
和平鸽化为祥云朵朵袁
飞上万里晴空遥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袁
干好你的一份工作袁
也会是一个火种遥
这都与火炬传递袁
所表达的精神袁
一脉相承袁心心相通遥

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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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历史长河
骤然间在北京汇聚
奔走不息的时针
立马在这里定格
2008年 8月 8日
神州不平凡的一天
百年奥运
梦想成真
举国欢庆舞翩跹

为了这一天
华夏儿女等了很久很久
为了这一天
中国人经受了无数磨难
落后 屈辱被动挨打
凝结成一串串噩梦
长夜难眠
我们的落后化为屈辱的符号
我们的善良变成列强的皮鞭

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
精制成美丽的烟花爆竹
供人观赏
西方列强却用它造成火炮
猛轰中国的大门
毫不手软
精巧的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
七下西洋
开辟丝绸之路
西方列强却用它引导战舰
霸占中国大片领土
毫不汗颜
和善的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尧针灸术尧
地震仪噎噎
造福人类
改地换天
但是
改变不了西方强盗的本性和价值观

世界本无等号
弱者必须自强
中国人卧薪尝胆迎奥运
盼了一年又一年
东方睡狮醒来
地球为之震颤
加速度赶超先进
追日月快马加鞭

看京城
万国齐聚奥运会
开幕式
盛况空前歌舞喧
点燃圣火

心灯熊熊不息
挑战极限
为了同一个梦想
五环旗下的奖牌
正等着勇士摘取
营造和谐世界
还需要更高更快更强
赛场上激烈角逐
输赢都是英雄
加油啊加油
永不言败
为奥运会添一道亮丽风景
明日又是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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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走进铝城袁 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遥
近年来袁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大力

推进文化强企战略袁以文体设施建设尧文
体队伍培育带动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全面
开展袁以品牌活动创建尧文化精品创作促
进企业文化品位的提升袁 先后举办各种
展览尧展演尧比赛等文艺会演等 100余场
次袁直接参展尧参赛尧参演人员达到 2 万
余人次袁共出版了叶跨越辉煌曳尧叶铝城放
歌曳等系列丛书 33套遥

积极向上的系列文体活动袁 弘扬了
企业精神袁 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资产总值
和销售收入连续两年突破 野双百亿冶袁成
为亚洲最大的铝联合冶炼企业袁 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袁 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等
荣誉称号袁 两次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
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群众体育示范单
位遥
黄河岸边满眼春遥 根植于黄河岸边

悠久历史的铝城文化袁历经岁月的雕琢袁
带着新时期的新风新潮绽放出夺目的光
彩遥
一尧 舞台尧展台袁精彩纷呈春光好遥
音符飞扬袁国乐飘香遥 2007年 4月

29日袁长城铝艺术宫舞台袁河南省民族
乐团正在进行精彩演出遥 一曲 叶高山流
水曳 传诵着钟子期和俞伯牙亘古不变的
友谊噎噎台上台下袁 心弦共鸣袁 演员观
众袁沉浸在相同的意境中遥

这是中铝郑州企业文化生活的一
角遥
建设铝城品牌文化袁打造职渊员冤工

文化艺术盛宴袁 是近年来中铝郑州企业
文化活动的一项工作重点遥 围绕野和谐尧

共赢尧发展冶的主题袁2005年尧2007 年中
铝郑州企业举办了两届艺术节遥 参与文
化艺术节活动的总体人数近 7000人次袁
直接受众 3万余人袁 全面检阅了企业文
化活动的成果袁 展示了中铝郑州企业团
结协作尧和谐发展的新成就尧新形象袁发
挥了聚人心尧鼓士气的作用遥
回首袁 奋进的歌声伴随着企业前进

的步伐袁成为铝城精彩的风景遥
2003 年袁公司工会以野铝业儿女共

庆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45周年和 70万吨
氧化铝项目奠基冶为主题袁精心策划并成
功组织了万人签名尧千人健康长跑尧篮球
比赛尧趣味游泳比赛尧书法美术摄影展和
野辉煌跨越冶大型文艺会演等野六个一冶系
列活动遥 活动历时两月袁主题突出袁参与
面广袁营造了野同心谋发展袁携手创辉煌冶
的良好氛围遥
活动不断袁精彩连连遥
中铝郑州企业文联各协会本着贴近

生活尧贴近实际尧贴近群众的方针开展活
动遥 书协组织会员到车间尧 班组培训职
渊员冤工写好值班记录袁春节期间义写春
联曰美协为基层车间美化宣传橱窗曰影协
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袁 聚焦敬业爱岗的
劳动模范曰作协采写先进单位尧一线员工
的人物通讯曰音乐尧舞蹈尧戏曲协会把企
业的新变化和职渊员冤工的新形象编成歌
舞尧小品搬上舞台遥 公司职渊员冤工合唱
团袁舞蹈团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排练了 30
多个声乐精品节目袁演出 50余场遥

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积极组织职
渊员冤工参加全国尧省市文联和各级工会
组织的文化艺术活动遥

2002年袁公司作为有色行业唯一参
赛单位参加首届中国职工艺术节袁 共参

加了音乐展演尧舞蹈展演尧书法美术作品
展评和摄影作品展评 4 项活动遥 2007
年袁公司选送书法尧美术尧摄影和声乐作
品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袁 取得
了舞蹈展演银奖 1个尧 音乐展演和摄影
展铜奖 3个尧 书法美术展优秀奖 12个尧
创作奖 4个袁 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遥 在
野庆祝建国 55周年全国产业渊企业冤美术
书法摄影精品展览冶上袁有 30件作品入
选并分获不同奖项袁 公司文联获优秀组
织奖遥 参加中国铝业公司举办的纪念邓
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
展袁有 15幅作品分别获得金奖尧银奖和
铜奖遥在全总举办的第 14届野名城杯冶全
国城市歌手大赛袁 运输部员工刘春雨荣
获全国城市歌手大赛通俗唱法第一名袁
歌词作者新闻中心职工周玉梅获创作
奖遥

离退休老同志 野老有所学尧 老有所
为尧老有所乐冶遥 红枫叶艺术团多次参加
省尧市尧区和公司开展的文化活动袁展示
了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及离退休人员
和内退职工的风采遥 郑州老年书画研究
会长铝公司分会的老同志精心创作了迎
奥运尧庆厂庆百米书画尧诗词长卷袁代表
广大离退休人员和内退职工向 2008 年
北京奥运和中铝郑州企业 50周年厂庆
献礼遥

二尧赛场尧广场袁百花齐放壮春色遥
公司灯光球场作为企业和各单位举

办运动会的主赛场袁 一年四季各种赛事
不断遥 各基层单位职渊员冤工代表队在篮
球尧排球尧乒乓球等比赛中大显身手遥 职
渊员冤工拉拉队彩旗飘扬袁鼓号齐鸣袁加油
声此起彼伏遥

在中铝郑州企业首届运动会上袁

6700人次参加了 18 个大项 123个单项
的竞技比赛袁充分展示了职渊员冤工团结
进取尧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豪迈气概遥
在铝城游泳馆前的广场上袁 每天早

晨袁练习太极拳的职渊员冤工在教练的带
领下迎着晨曦舒筋展骨遥目前中铝郑州
企业太极拳协会已从开始的几十人发
展到 700余人袁 经常被邀请参加国际尧
国内大赛和盛典遥 2007 年参加中国陈
家沟国际太极功夫邀请赛袁夺得金尧银尧
铜牌各 1枚曰在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
流大赛上袁获得团体一等奖曰在河南省
炎黄二帝塑像落成大典上表演袁荣获优
秀组织奖遥
公司工会大力倡导快乐工作尧 健康

生活的理念袁先后组织职渊员冤工成立篮
球尧排球尧乒乓球尧游泳尧太级拳尧棋牌等
7个唯特俱乐部袁参加人数达 23000人遥
企业为基层搭建平台袁提供场地尧舞

台尧器械等硬件设施袁培训教练员袁提供
技术指导袁各二级单位积极自筹资金袁修
建了塑胶球场尧乒乓球室尧健美操室等锻
炼场地袁购买了各种体育器材遥
两公司领导业余时间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袁打乒乓球尧游泳尧爬山噎噎
他们用行动给职 渊员冤 工树立了榜

样袁促进了企业职渊员冤工健身热潮的形
成遥
一些职渊员冤工感慨地说院以前下班

是相约喝酒袁现在是相约锻炼袁公司工会
组织的体育活动使我们走上了与健康同
行的道路遥
工会主席纪行说院野今后运动的方

向袁要由精英型向普及型转变袁吸引更多
的职渊员冤工参与体育运动袁使人人都能
共享文体发展的宝贵成果遥 冶

三尧编书尧送书袁众手同织锦绣春遥
公司工会着眼于满足职渊员冤工的精

神文化需求袁用高质量尧高水平的文化精
品影响尧激励职渊员冤工遥 近年来袁共收集
整理出版中铝郑州企业职渊员冤工创作的
诗歌尧散文集叶铝城放歌曳和艺术节系列
丛书野跨越辉煌冶尧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
劳模故事 叶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曳 等书籍
33套 6万余册遥 这些来自企业尧贴近生
活的书籍受到了职渊员冤工的欢迎遥
从 2007年 4月开始袁公司工会启动

了野送书下班组活动冶袁首批 3000多册图
书被送到车间尧班组遥 现在袁中铝郑州企
业工会所属的 33个基层工会 189 个分
会 80%都有图书馆袁1280 个工会小组
70%都建立了自己的阅览室遥 这些图书
馆和阅览室里袁 企业自己编的书籍使职
渊员冤工觉得很自豪遥
各单位积极响应公司工会的号召袁

以提高职工素质为出发点袁 开展形式多
样的读书学习活动袁 创造出了许多学习
方法院一月一本书袁一周一篇读书心得袁
一天一道题曰班前会学一点袁班后会学一
点曰一周一题袁一事一议曰干中学袁学中干
等等遥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点袁就是利用

点滴的时间袁积少成多袁解决了一线职工
因工作忙学习时间紧的问题袁 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遥
在开展文化活动中袁 公司还设立了

野五一荣誉冶奖励基金和野五一品牌冶创新
奖励基金遥 野五一荣誉冶奖励基金主要用
于在国家尧省部级文化尧艺术尧体育等方
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职渊员冤工遥 野五一品
牌冶 创新奖励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各单位
在野创耶五一品牌爷袁实施耶四项工程爷冶活
动中工作有特色尧有创新者遥他们的经验
在中铝郑州企业尧中铝公司或被市总尧省
总尧全总宣传推广遥
活动丰富多彩袁收获实实在在遥近年

来公司工会共收到合理化建议 48000余
条袁其中采纳 6700条袁申报成果 68 项袁
获得国家专利 6项袁创造效益达到 7000
万元遥
中铝郑州企业开展的职渊员冤工文化

活动在铝城人心中播下了希望和收获的
种子袁 这种子必将在铝城这片生命的息
壤中长成希望的绿树袁 在中国铝业璀璨
壮丽的风景中留下带着嵩山风骨尧 黄河
涛声的奇丽画面袁为企业的持续尧快速尧
和谐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噎噎

要要要中铝郑州企业两公司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纪实
阴 周玉梅 奚望丞

奥 运 梦 想 今 成 真

北京奥运隆重开幕袁我国运动员喜报连连遥 铝城上
街处处充满了喜庆气息袁国旗尧奥运五环旗飘扬在铝城
的上空袁人们相聚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奥运遥
清晨袁我迎着霞光来到体育广场袁和早来的太极拳

爱好者愉快地打着招呼遥大家兴奋地说着奥运会上中国
运动员们辛苦拼搏袁每天所获得的金牌数遥 围绕北京奥
运对全民健身运动的促进袁 每个人都发表着自己的见
解遥

6点钟大家开始跟着太极拳协会会长李守明进行
热身运动遥
太极拳不同于其他健身运动,习练者要通过热身运

动让身体动起来的同时让心情静下来,并伴随着腹式呼
吸开始练习遥 热身运动完成后,会感觉到全身的筋骨不
再僵硬遥 当悠扬的音乐响起,大家跟着教练静下心来,把
呼吸调匀,沉肩坠肘袁气沉丹田袁把太极拳的一招一式都
打到位,就会感到周身血液循环加快,汗流浃背而不累遥
练习太极拳讲究中正安舒,心静体松,内外相合,虚

实分明,刚柔相济袁倡导身心俱静,不强己所难遥太极拳协
会刚成立时,有很多人都是身体不太好,想锻炼又不能做
剧烈运动,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参加协会组织的锻炼活动来到这里遥经过这一年多的
练习,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善遥 平时经
常感冒的,现在很少感冒曰刚来时血糖尧血脂高的,现在去
医院一化验,基本正常了遥
三八节热力厂进行登山比赛,女工段立红很轻松地

就以第二名的好成绩爬到了山顶遥别的女工羡慕地问她
为什么爬山的速度这样快还不觉得累袁 她很自豪地说院
从练太极拳以后,我就觉得干什么都有劲袁今年爬山也
不觉得累了遥
很多人参加太极拳锻炼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

好处袁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袁工作之余聚到一起琢
磨自己练太极拳的不足之处袁大家在一起快乐地交流遥太极拳协会会长李守明,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不图名不图利,每天早早来到体育场,带着大家锻炼遥他怕自己不来或
来晚会影响大家坚持锻炼的积极性袁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除了出差或晚上值班,
从不迟到遥 他经常热心劝身边的人练太极拳,讲练拳的好处遥
风轻轻地吹着袁身披阳光袁我们认真地习练着太极拳的动作遥野白鹤亮翅冶尧野海底

捞月冶尧野青龙出水冶噎噎连绵不断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袁如蝴蝶在花朵芳香的舞台上为
生命舞蹈袁我们在脚下这片生命的热土上尽情地舒展自己遥
这里没有山野的寂静袁没有万紫千红的烂漫袁可拂过脸颊的风很温柔袁我们觉得

自己比花朵上小憩的蝴蝶轻盈袁比山溪水中的鱼儿悠闲遥
几套拳路下来袁虽然大汗淋漓袁但大家都觉得精神抖擞袁浑身充满力量遥
北京奥运袁百年梦圆遥 奥运精神激励着我们更努力地投入锻炼遥 企业要壮大,要

和谐发展,需要员工有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遥 我们用自己的行动祝福
奥运袁支持奥运遥

银8月 8日袁公司体协尧钓协精心
组织了迎奥运钓鱼比赛遥 众鑫公司的
王玉成及 100中学的赵壁在比赛中分
别取得了单尾和总重的冠军遥

渊赵 彬冤
银8月 8日袁 氧化铝一厂空压站

举办了野迎奥运冶乒乓球赛遥
渊张 静冤

银8月 3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在
职工之家举行了迎奥运乒乓球赛遥

渊张 芸冤
银8月 1日袁水电厂举办了迎奥运

趣味活动遥 渊岳永红冤
银7月 31日袁水电厂电气试验室

组织女工学习了 叶女工专项集体合
同曳遥 渊王晓红冤

银7月 31日袁碳素厂为员工发放
了叶方法总比问题多曳一书袁并开展了
读书活动遥 渊李红霞冤

银7月 31日袁水电厂黄河水源车
间开展了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活动遥

渊高建华冤
银7月 30日袁水电厂排水车间开

展了野劳动竞赛小故事冶征集活动遥
渊康宏伟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电气车间举
行了野庆祝建厂 50周年尧与奥运同行冶
乒乓球赛遥

渊袁 媛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

科开展了 野劳动竞赛小故事冶 征集活
动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二工
序开展了我与奥运同行系列竞赛活
动遥 渊耿喜荣冤

王洽智

传 递 梦 想 与 激 情

近日袁长铝建与荥阳驻军某部举行了军民共建篮球友谊赛遥 杨 磊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马义林冤为喜迎
奥运和中铝郑州企业建厂 50周年袁7 月
29日至 8月 7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在
计量管理科大院举行了第三届野服务杯冶
软式排球赛遥

本次比赛历时 10天袁有 5个基层分
会的代表队参赛遥经过 13场扣人心弦的
精彩比赛袁第一分会尧第五分会和第三分
会的代表队分别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一
名尧第二名和第三名遥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举 办 第 三 届 野 服 务 杯 冶 软 式 排 球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