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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石 勇

我 爱 这 土 地
看到了艾青的这句话袁我不由得扪
心自问院我爱这块土地吗钥 我为什么选
择这里袁为什么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
里钥
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袁 为了生计袁
迫不得已遥
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
下袁这样的回答自在情理之中遥
但是当我翻开中铝郑州企业的五
十年历史袁看到一代代建设者为之奋斗
的画面袁不由得为之震撼袁为之鼓舞遥
这是一片书写历史的土地遥 这里因
为楚汉对垒尧三国鏖战而闻名袁因为邙
岭孤渡尧鸿沟敖仓而显赫遥 五十年前周
总理的案前挥毫袁更让这里因为一座特
大型铝工业基地的诞生而蜚声海内外遥
一万余名建设者身兼振兴民族经济的
重任袁从祖国各地汇聚于此袁在百废待
兴尧开疆拓业的艰苦年代里袁栉风沐雨袁
战天斗地袁在黄土沟壑之地用勤劳的双
手建立起了集生产尧建设尧科研和经营
于一体的特大型铝联合企业袁成为支撑
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遥 情怀是何等

博大袁气势是何等壮阔浴
这是一片书写奇迹的土地遥 从混联
法氧化铝生产新工艺到电解铝预焙槽
改造袁从絮凝沉降技术到间接加热连续
脱硅袁从一水硬铝石管道化溶出到选矿
拜耳法袁从氧化铝产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到跻身世界氧化铝企业前列袁这个敢
为人先尧勇于实践的英雄集体袁不断阐
释着艰苦奋斗尧创新超越尧勇创一流的
企业精神袁矗立起了一座中国铝工业创
新发展的历史丰碑袁演奏出了一曲恢宏
浩瀚尧大气磅礴的华彩乐章遥
听到这些袁你也许会讲袁这是历史
了袁这是老一辈的事情了袁当前呢钥
几天前袁我陪同学参观上街袁当来
到丹江北路西段袁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
了遥 机器轰鸣袁灯火通明袁车来车往遥 偌
大的施工场地展现在眼前遥 这是正在建
设的选矿厂啊浴 古代我们用战车袁用战
马袁用刀枪剑戟统一疆域曰昨天我们用
肩膀袁用双手袁用席棚地铺建造基业曰今
天我们用科技袁用管理袁用塔吊夯机创
造辉煌遥 这里难道不是一个鼓声雷动尧

军歌嘹亮的战场吗钥
远处老厂区槽罐林立袁近处新厂区
支架纵横遥 这里袁 一个以 70 万吨氧化
铝尧自备电厂尧选矿厂为主体的现代化
厂区正在拔地而起袁恢宏展现遥 环境将
更加优美袁技术将更为先进袁操作将更
加便捷袁我们的企业正散发着蓬勃的生
机和旺盛的活力遥 这里难道不是一个施
展抱负尧创造价值的热土吗钥
历史是用希冀和梦想勾勒的袁用智
慧和汗水描绘的袁 用坚定和执著刻画
的遥 与其朝秦暮楚袁左顾右盼袁执意寻个
惊天动地尧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袁倒不如
静下心来袁沉下身去袁毅然决然地站在
老一辈建设者用青春和生命搭建的高
地上袁扎下根来袁闹他个枝繁叶茂袁花团
锦簇曰与其得过且过袁撞钟度日袁非要熬
个头发花白尧黯然离休的年月来袁倒不
如抖其朝气袁扬其锐气袁凌然傲然地继
承和传扬攻无不克尧战无不胜的顽强意
志袁抓住机遇袁乘势而上袁建设一个全新
的自我来袁汇聚万千合力袁投身于立足
岗位袁创造精彩袁立足平凡袁创造伟大的
时代征程中袁 绘就更加灿烂绚丽的明
天遥
参与蕴含胜利袁奋斗赋予神圣遥 当
你恣情渲染袁肆意雕琢时袁你会发现院这

土地愈凝视袁愈崇拜曰愈深入袁愈豪迈曰
愈炽烈袁愈依恋遥 这是一幅历史与现代
合鸣尧憧憬与辉煌交融的画卷啊浴
我怎能不爱这土地遥

书法 作者 刘东旭
渊许拓拍摄冤

还是在儿时袁我的教师就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一颗种
子袁一颗对野教师冶这一职业无比崇敬的种子遥 这颗种子
在阳光雨露下生根发芽长大遥 当我成为教师后袁渐渐理
解了教师的内涵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院野教育
是植根于爱的遥 冶没有惊人的事迹袁没有辉煌的成就袁教
师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袁 如燃烧的红烛般奉献光和
热遥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袁 是教育事业永恒的主题遥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袁 我面对的是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遥
小学生活泼好动袁 有些人还喜欢在上课时做些小动作遥
陈
看到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同学袁刚开始的时候袁我十分生
丽
气袁对他们狠狠批评一顿袁但感觉收效甚微遥 这时袁有丰
娜
富经验的老教师及时给我送来了野灵丹妙药冶院小孩子不
是成心捣乱袁而是有意和你接近袁希望你注意他遥你越是
忽视他袁他就越是做些调皮的事来引起你的注意遥 在教
学工作中袁老师对学生要少一点批评尧多一些表扬袁少一
点指责尧多一些引导袁少一点讽刺尧多一些鼓励袁少一点
训斥尧多一些启迪曰少一点刁难尧多一些包容袁少一点怀
疑尧多一些放手袁少一点刺激尧多一些尊重袁少一点追究尧
多一些挖掘遥老教师的话启迪了我遥换一个角度袁我感觉
到了眼前不一样的风景院哦袁原来是这样袁多可爱的孩子
呀浴我先前的烦恼随之一扫而光遥慢慢地袁我改变了以往
的态度袁用爱心和学生交流遥 我细心观察每个学生的兴
趣尧爱好和特长袁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袁以真诚逐渐换
取了学生的尊重和信任遥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科曾说
过院野爱是无声的语言袁也是最有效的催化剂遥冶在教学实
践中袁我对这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遥
只有洒下爱的甘霖袁才可获取爱的回报遥 在教学过
程中袁教师用关爱和欣赏的目光对待学生袁学生也会以
同样的目光来对待教师遥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中袁我的学生学会了画简笔画袁
学会了做手工物品袁学会了画中国画噎噎这点点滴滴可喜的进步袁是我最欣慰
的事情遥是啊袁每个人都需要爱遥一个真诚的微笑袁一句鼓励的话语袁一个信任的
眼神噎噎这都是爱的表现遥用爱浇灌学生的心田袁让爱围绕在学生周围袁关注学
生的心灵成长袁用知识的力量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理想袁这是做教师最快乐的
事遥
现在袁我正以真诚的爱心和平等的尊重去打开每一个学生的心门遥 因为我
知道袁在每一扇门的后面袁都是一个新美如画的世界袁每一扇门的开启袁也许就
意味着打开一个美好的未来遥 冰心曾说过院野情在左袁爱在右袁走在生命的两旁袁
随时撒种袁随时开花噎噎冶在三尺讲台袁我将严守用心做事尧言传身教的原则袁肩
负起自己的使命袁做一个撒播爱的使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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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城风雨五十载袁
英雄豪气壮山河遥
我辈愿倾身心力袁
再向苍穹发浩歌遥
后记院铝城上街的出现与新中国
的铝工业建设是离不开的遥当年周恩
来总理亲自批准在这里建设铝工业
基地袁 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云集于此遥

阴 王健生

辈
父亲是一名军人袁当时袁同他的几百
名战友集体复员转业到这里袁他们是
最初成千上万创业者中的一部分袁如
今都已过古稀之年遥 在我心目中袁他
们都是英雄遥他们在那个激情年代所
体现出的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袁时刻
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袁在新的历史
时期凝心聚力袁开拓创新袁为中铝郑
州企业再创新的辉煌作出贡献遥

擂鼓舞狮又舞龙袁
烟花缤纷染夜空遥

庆祝长铝五十岁袁
欢歌笑语遍铝城遥

两个文明结硕果袁
黄金铺路是前程遥

相 约 圆 月
阴王 艳
借我一双天使的翅膀
就在桂花飘香的晚上
今宵的约定
是如此美好

牵手那轮
皎洁的月亮
灿烂的银河是夜的舞台
柔柔的清风浅吟低唱

相聚的时光
令人向往
不见不散
圆圆的月亮

王琳宝

辉 煌

银9 月 1 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组
织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了乒乓球比
赛遥
渊李 红冤
银8 月 28 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间
开展了野立足岗位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
益冶征文活动遥
渊李喜军冤
银8 月 24 日袁水电厂黄河水源车
间工会在员工中开展了劳动竞赛小故
事征集活动遥
渊高建华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检修车间员工积
极参加该厂组织的书法美术摄影展遥
渊王怡峰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电讯车间组织员
工开展了系列健身活动遥 渊陈文峥冤

月 亮 的 味 道

何锦星 摄影

银近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开展了
野践行中铝文化袁落实高于一切冶征文
活动遥
渊张 芸冤
银近日袁 运输部组织女工学习了
计划生育基础知识遥
渊王欣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
利用黑板报开展了野立足岗位袁向一个
百分点要效益冶宣传活动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 工程公司土建车间在广
大员工中开展了宣传和谐理念尧 和谐
文化活动遥
渊王广荣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八车间开展
了全方位的劳动竞赛宣传活动遥
(耿喜荣)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利用
黑板报进行了节约活动宣传遥
渊王秋丽冤

我笃信世间万物皆有味道袁月亮也
不例外袁不过那味道要用心去品罢了遥
自古至今相思月袁 苦辣酸甜总在
心遥 古人留下很多咏月的名篇佳作袁哪
一篇不带着浓烈的人生百味钥
野春江潮水连海平袁海上明月共潮
生噎噎不知乘月几人归袁落月摇情满江
树遥 冶张若虚叶春江花月夜曳写月之唯美袁
绝非简单地模山范水袁而是句句饱蘸浓
情袁道尽游子和思妇的离愁别绪袁思念
之情不绝于缕遥 在他的笔下袁明月入目
在心袁其情凄凄袁已有几分人生苦涩在
胸中九曲回肠袁宛如黄连在口遥
而辛弃疾野一轮秋影转金波袁飞镜
又重磨噎噎被白发欺人奈何浴 乘风好
去袁长空万里袁直下看山河遥 斫去桂婆
娑袁人道是清光更多冶袁则神驰天外袁情
思浩荡袁 壮志难酬的爱国之心溢于言
表遥 他的叶美芹十论曳等多篇奏章皆被软
弱怯敌的皇帝置之不理袁满腔报国豪情
却换来一头冷水袁真个是野江南游子袁把
吴钩看了袁栏杆拍遍袁无人会袁登临意冶袁
这时词人眼里的月亮便带着悲凉意味遥
苏轼的叶水调歌头曳把望月怀人推
到极致遥 皓月当空袁美人千里袁天上人
间袁孤高旷远袁他将遗世独立的意绪与
神话传说糅合一处袁用野月有阴晴圆缺袁
人有悲欢离合冶蕴涵丰富哲理袁物我交
感尧人月融一尧旷达豪放之情跃然纸上遥
此时的明月传达出的是一种乐观开朗
的情愫袁其意味像咀嚼一瓣柑橘袁淡淡
的酸里夹着一丝微甜遥
李白尧杜甫尧白居易也有不少咏月
的篇什遥 李白那句妇孺皆知的野窗前明
月光袁疑是地上霜冶写尽乡思袁后人不可
企及遥 同样是写思乡袁杜甫则用野露从今
夜白袁月是故乡明冶直抒胸臆袁近乎速写
和白描的手法袁却也淋漓尽致遥 白居易
野可怜九月初三夜袁 露似珍珠月似弓冶袁
状秋月玉露之美袁蓝天夜幕袁一弯新月袁
勾起几多古今幽思遥 诗仙太白更用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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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月徘徊袁我舞影零乱冶来醉月助兴袁不
过我以为还是野明月出天山袁苍茫云海
间冶要更大气些遥 杜甫的野满月飞明镜袁
归心折大刀冶以艺术手法阐释了归心似
箭的心境遥 三位诗人各具特色袁因此升
起在他们心底和诗里的月亮袁其意味也
各有千秋袁或如苦瓜寒凉袁或如浓酒甘
醇袁个中滋味全靠读者去自己品评遥
古今诗文袁浩若烟海袁地域不同袁月
亦不同遥 同是一人袁境遇不同袁月也迥
异袁情亦别样遥 张先野云破月来花弄影冶
演绎闲情逸致遥 张继叶枫桥夜泊曳则用月
落乌啼尧江枫渔火尧夜半钟声等意象写
天涯羁旅之情遥 范仲淹野明月楼高休独
倚袁酒入愁肠袁化作相思泪冶袁极尽故乡
友人之念遥 陶潜野晨兴理荒秽袁戴月荷锄
归冶抒发了归隐农耕之雅兴遥 岳飞野好山
好水看不够袁马蹄催趁月明归冶描绘江
山秀美和奏凯而归的家国情怀遥 李清照
野雁字归时袁 月满西楼冶 写的是夫妻相
思遥 李商隐野青女素娥俱耐冷袁月中霜里
斗婵娟冶则借咏月表达官场失意尧命运
不济遥 亡国之君李后主因丢掉江山社稷
而痛断肝肠袁遂用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
中冶来寄托野一江春水向东流冶的绵绵哀
愁遥 一轮明月袁几多诗思袁叫后人把玩品
味起来袁一如各路名茶遥 然泉非一地袁茶
非一山袁情非一等遥 其属绿茶则清新袁红
茶则甘冽袁花茶则馨香袁普洱则醇厚袁苦
丁则寒苦袁铁观音则浓酽袁功夫茶则滋
润噎噎
万古皓月是文人骚客心灵的寄托袁
是诗情画意的理想载体遥 人类对月亮寄
予了无限情感袁因此也就令月亮世世代
代像新生儿一般鲜活遥 我想起儿时的童
谣院月亮白袁月亮黄袁广寒宫里嫦娥娘遥
玉兔欢跳上山去袁人间万姓得吉祥遥 谁
叫吴刚砍月桂袁这边砍了那边长噎噎眼
前便浮现出白发奶奶慈祥的面容遥 想起
青海的日月山袁台湾的日月潭袁就想起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遥 而苏州

的得月楼袁杭州的三潭印月袁则让我心
里充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遥 叶二泉
映月曳尧叶彩云追月曳 的悠扬旋律袁 以及
叶阿细跳月曳尧叶十五的月亮曳等脍炙人口
的歌曲袁 则如一道道鲜美的心灵鸡汤袁
每每让我春风沉醉袁歌之舞之遥
野夏日满眼绿袁深秋幻作金遥 八月中
秋近袁游子思乡心遥 冶我深知这几句自吟
诗的浅陋袁比不上诗仙太白的野却下水
晶帘袁 玲珑望秋月冶袁 也不敢掠孟浩然
野秋空明月悬袁光彩露沾湿冶之美袁更无
文天祥野拜华星之坠几袁约明月之浮槎冶
的大气磅礴袁但它的确发乎心袁止于情遥
如今人类早已登上月球袁我国探月工程
即将实施遥 如果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
膀袁 思忖阿姆斯特朗月面行走的激情袁
推想加加林在浩瀚太空思念祖国和亲
人的感怀袁揣摩杨利伟等航天员太空览
月的胸臆袁憧憬几年之后中国人成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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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壮举袁领悟已故领袖毛泽东野可上
九天揽月冶的雄心大志袁届时你心中的
月亮该是何种滋味呢钥
月饼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袁其形状
月袁以庆丰收袁以邀明月袁以聚亲朋袁它
包裹的不单是各色果馅袁而是一腔挚爱
亲情遥 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那金镶玉
的奖牌袁其形亦如圆月遥 当叶义勇军进行
曲曳的旋律奏响袁领奖台上体育健儿含
着喜泪用口去亲吻去轻咬金尧银尧铜牌
的时候袁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不也一如花
好月圆之状钥 这时胜利的喜悦百感交
集袁观众和运动员会是什么滋味呢钥
朋友袁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袁当你
阖家团圆品饼赏月之时袁你心中的月亮
又该是怎样一种韵味呢钥
不用闭上眼睛去苦思冥想袁答案就
像一轮明月照在你的心底袁亮在你尧我尧
他的脸上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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