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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钥 辞海中的定义是院使人心情舒畅的境
遇和生活遥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幸福袁每个人心里幸福的定义不

同遥 贫穷的人觉得有钱就是幸福袁失去自由的人觉得拥
有自由是幸福袁卧病在床的人觉得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幸
福袁漂泊他乡的游子觉得回到久别的家乡是幸福噎噎
曾经袁一支几分钱的冰棍儿就能让人感觉甜蜜和幸

福曰年三十儿热腾腾尧香喷喷的饺子曾经让人幸福地渴
望曰母亲手工缝制的小花褂和花布鞋也能让幸福久久地
挂在脸上噎噎

现如今袁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曾经的
幸福已不再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袁 幸福被定位在新的高
度遥为了实现新的理想和目标袁我们需要不断地进步袁不
懈地努力遥
行进在生活快车道上的人们袁有时难免疲惫袁这时

不妨稍作停留袁欣赏一下道路两旁的重峦叠嶂袁山明水
秀遥你会发现袁其实幸福并未走远袁只是忙碌和紧张让我
们忽略了幸福遥你只须调整脚步袁放慢节奏袁让自己能够
静下心来盘点生活袁就能品味到幸福遥
幸福其实很简单袁如果你不是那么匆忙袁如果你用

爱的目光袁如果你有足够的宽容袁幸福真的离我们很近
很近噎噎

清晨袁 迎着初升的朝阳轻松地走在上班的路上袁
神清气爽袁愉悦的心情是幸福曰傍晚袁结束了一天的
紧张工作袁和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袁悠闲地聊起一天的
见闻袁 心中的恬淡是幸福曰 节假日袁 邀三五好友袁爬
山尧垂钓尧谈心袁感受的真诚是幸福噎噎幸福不是一种
刻意的追求袁而是一种淡然尧一种简单袁一种内心的
感觉遥
幸福是母亲的叮咛袁孩子的依恋袁爱人的关怀袁朋友

的牵挂曰幸福是别人有难时伸出的援手袁是理想实现时
欣喜的泪花遥 幸福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袁拥有健康的身
体袁拥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噎噎幸福是一种心态袁幸福与
否其实都在自己心中遥
生活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袁幸福就在身边袁就看

你是否有一双能够发现幸福的眼睛浴

左照公园 易家言 摄影

那些岁月袁那些容颜袁那些身影袁那些令人荡
气回肠的章节袁那些留在铝城发展史上的具有穿
透心灵力量的瞬间噎噎
读张建陆先生的叶铝都赋曳袁随着华彩飞扬的

文字袁 走进中铝郑州企业五十年壮丽如诗的历
史袁感受深刻与凝重袁生机与灵动袁传承与凝聚袁
责任与使命袁这些感受让心灵震撼遥

叶铝都赋曳开篇即说院野周总理袁豪翰举袁大中
原袁铝都起浴 冶
这是一个属于铝城的故事袁一段波澜壮阔的

岁月遥 铝城人在深刻与凝重中点燃激情袁唱响梦
想遥

1957年 11月袁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河南铝
业公司设计任务书遥 1958年 8月 20日袁一万多
名建设大军在上街要要要这片黄河岸边的古战场袁
拉开了铝城建设的序幕遥
当年的创业者野搭草棚袁凿窑洞袁挖土方袁夯

地基袁枕砖卧薪袁天被地席袁风餐露宿袁栉风沐雨袁
披荆斩棘袁战天斗地噎噎冶袁那些燃烧着激情的日
子在历史的波涛中璀璨袁在几代铝城人的心中引
起感动与共鸣遥
当一座现代化的铝城拔地而起袁野当年的姑

娘小伙袁如今已满头霜丝遥老一代创业者袁把青春
年华磨成铝粉袁熔入铝水袁夯进铝都地基遥 冶

噎噎 噎噎
我们随着作者的思路在五十年的历史长河

中袁撷取记忆深处的浪花袁追寻令人回味的往事袁
聆听激动人心的乐章遥
作者满怀深情地歌唱今日之中铝郑州企业袁

今日之铝城院野曾几何时袁产量翻十倍袁利税实现
五十亿浴资产总值超过一百五十亿浴营业收入突
破一百三十亿浴喜看今日之铝都袁新扩工程袁横空
出世袁耶七十万吨爷袁如虎添翼噎噎冶
深情袁在时光绵延的河流中澎湃激荡曰希望袁

在企业生机勃发的枝条上萌芽尧 开花尧 结果曰发
展袁在和谐铝城抒写着丰硕与壮美遥

野汽笛报晓袁上班职工面迎春风袁车轮滚滚曰
俚曲唱晚袁下田农民身披晚霞袁笑声朗朗曰华灯夜
放袁虹霓溢彩袁扮靓铝都不夜之城曰银钟晨鸣袁乐
声悠扬袁奏放上街和谐之音噎噎冶
当年的创业者把智慧和汗水奉献给了脚下

这片深情的土地袁叶铝都赋曳袁饱含着对创业者的敬仰和对这片热土的深情袁也洋溢
着对今天魅力铝城尧和谐铝城的赞美和热爱之情遥

野纸短情长袁但求三思院今之辉煌袁来之不易袁后起之秀袁千万珍惜遥窃以为院创
业取胜之道袁首推精神曰持续发展之要袁当重科技遥科技尧精神袁应双重并举遥政治尧
经济袁当相辅统一遥四项原则乃立国之本袁科学发展乃富国真理遥构建和谐袁民生为
重遥综合治理袁必依法律遥中央伟略袁实全民之幸浴民族中兴袁靠亿兆之力遥万众一
心袁移山倒海袁小康社会袁指日可期浴 噎噎冶

叶铝都赋曳结尾部分倾心置腹地写出了希望尧期待和建议袁赤子之情尧拳拳之
心袁令人感动遥
五十年沉淀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遥 五十年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不

已遥
追寻袁思索袁探讨袁诠释袁五十年的记忆袁穿越时空隧道袁变为深情的叙述和凝

望袁凝固的历史在神圣的传承中升华为闪光的精神袁凝聚成跨越发展的力量遥
古韵生新辉袁盛世出华章遥 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赋是一种独特的文体袁叶文心雕

龙窑诠赋曳说院野赋者袁铺也曰铺采摛文袁体物写志也遥冶赋具有意蕴深刻尧野含蓄而又气
壮冶尧野细密而又豪阔冶尧野舒缓而又激荡冶的艺术特质和风格遥
奋斗的时代袁需要振奋人心的作品遥叶铝都赋曳袁秉承赋体传统袁铺陈排比袁骈散

兼行袁纵横捭阖袁语言华美袁结构恢宏袁气势磅礴袁把中铝郑州企业五十年的历史尽
揽笔底遥 通篇文字读来如大河东去浩浩荡荡袁浪花飞动尧霞彩变幻袁大气磅礴中显
出清新尧绚丽尧典雅袁使人不忍释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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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建民冤9
月 5 日袁 郑州研究院团委举办了
2008年度青年职工趣味运动会遥

趣味运动会共设置 6个项目袁
来自 7个基层团组织的近 100名青
年职工参加了活动遥 趣味运动会以
欢乐的野踩气球冶项目拉开帷幕袁历
经精诚合作的野背球接力冶尧赶拼帮
扶的野两人三足冶尧生动有趣的野小马

过河冶尧火速冲刺的野端球接力冶项目
后袁野众志成城冶 项目以选手们整齐
有力的口号尧 同心协力的合作和顽
强拼搏的精神袁 把整个活动推向了
高潮遥运动会现场掌声阵阵袁气氛热
烈遥经过近 2个小时的激烈竞争袁联
合团支部尧氧化铝试验厂团总支尧氧
化铝团支部分别获得第一尧 二尧三
名遥

我们是为了幸福生活来到这个世界
上的遥 初来乍到袁感觉这个世界很精彩袁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美好遥然而袁随着岁
月的流逝和人生历练袁 人们更多的感受
是处处坎坷尧充满沧桑袁任何一点追求都
得来不易袁 甚至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幸
福噎噎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钥 真正的幸福是

心灵快乐遥这样说似乎意犹未尽袁还有四
个因素决定着人的幸福感遥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遥 人是由血肉组

成的袁血肉和骨骼构成了人的躯体遥这些
血肉和骨骼在人体里四通八达而又排列
有序袁与天地互通袁与乾坤相应袁按照自
身规律和谐地运行着袁生生不息遥任何一
个部位出了问题袁 都会给人的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遥广义的健康袁不仅包括身体健
康袁还包括心理健康遥 心理不健康袁比身
体受损更显可怕遥 身心健康才是真正的
健康曰 灵与肉完美的结合袁 才是幸福人
生遥 野与生俱来无所求袁 但愿有啥别有
病冶遥 没有健康就谈不上幸福袁即便你腰
缠万贯袁积金如山袁但你浑身是病袁行难
走袁食无味袁看不见袁口难言袁又怎能享受
生活袁如何品味幸福钥劝世人以健康身心
为荣幸袁以健康积蓄为基业袁从这里出发
看世界袁天涯无处不精彩遥
自由是幸福的源泉遥 自从盘古开天

地袁三皇五帝到于今袁人类一代代繁衍存
续袁曾有过多少渴求尧多少向往袁但总有
封锁羁绊袁总有美梦难圆遥 追求自由尧幸
福袁永远是人类的目标遥但由于主客观等
方面的原因袁人们很难有完全的自由遥要
么是组织和团体把你束缚起来袁 定格在
一定的圈子里生存曰 要么是自己把自己
封闭起来袁 鸡犬之声相闻袁 老死不相往
来遥 但幸人生有今世袁可叹有心无自由遥
自由是相对的袁不自由是绝对的遥 不信袁
你瞧瞧自己袁再看看别人遥你想去美国旅
游吗钥资金不够曰你想买轿车别墅吗钥钱
袋不满曰 你想去太空看看吗钥 条件不具
备曰你想娶一个你喜欢的美女做妻子吗钥
人家不同意曰 你想到你认为理想的单位
工作吗钥环境不允许曰你想随便发表言论
吗钥 政府尧 社会以及家人不许可噎噎因
此袁 人才会感到闷得慌袁 才会感到不自
由袁缺乏真正的幸福感遥 于是袁有人情不
自禁地跑到荒天野地里大吼一声院野啊袁
好爽浴 冶那是一种困惑宣泄袁是内心久抑
的释放遥常人尚且如此袁何况那些犯罪入
监完全失去自由的犯人遥问问他们吧院什
么是真正的幸福钥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
的回答院野自由遥冶生活中还有两种人因为
自由感不同使幸福打了折扣袁 那就是妻
子和丈夫遥 嘴里管着袁心里拴着袁远了不
放心袁近了又烦心遥 有道是野宽严结合相

得宜袁适度自由最幸福冶遥
友情是幸福的红线遥 人类是群聚生

活的高级动物袁群聚构成了社会团体袁得
以抵抗自然灾害袁得以创造人间奇迹遥群
聚便于沟通袁便于协作袁便于创新遥 人因
为群聚而产生感情袁 因为交流而生发友
谊遥 通常情况下袁 近距离接触易增进了
解袁零距离接触易加深感情遥观察人们之
间的亲疏程度袁不需要太多了解袁只要看
一看谁和谁走得最近袁 就知道他们的关
系是否密切遥 恋人尧亲人尧朋友尧一般朋
友尧熟人尧生人尧路人尧敌人噎噎人和人的
关系就是这么复杂遥人是需要友谊尧需要
朋友的袁 没有朋友的人是最为孤寂可悲
的人遥朋友越多幸福度就越大袁朋友越少
幸福度就越小袁这是客观事实遥既然我们
混混沌沌来到这个陌生的地球上袁 何不
多一些宽容尧多一些谅解尧多一些亲情尧
多一些互助袁从而多一些朋友钥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袁世界岂不更精彩浴这需要阔大
的胸怀袁大爱无疆曰这需要两厢情愿袁不
约而同遥 物以类聚袁人以群分袁那是勉强
不得的遥友情是幸福的红线遥这红线若即
若离袁随进随出袁独有情钟接线人曰这红

线远远近近尧 飘飘洒洒袁 唯有知己能收
拢遥
家庭是幸福的港湾遥常言说院家是避

风的帐篷袁家是幸福的港湾遥这话很有道
理遥 世有爱物千千万袁唯有自家得温馨遥
君不见曹操笔下野绕树三匝袁何枝可依冶
之凄况袁君不见黄河东流终归海袁百姓布
衣需有窝袁帝王将相也恋家遥 家呀家袁你
无姓氏无怨尤袁不嫌贫富不知愁曰你高堂
明榭藏贵人袁草庵陋巷栖布衣曰倦鸟归林
你收养袁浪子回头你不弃遥瓢泊的游子没
有家袁 回家感到真幸福遥 要说什么最可
爱袁家庭应当属第一遥饿了袁回家吃饭曰累
了袁回家休息曰病了袁回家疗养遥 想笑袁在
家里笑得最开心曰想哭袁在家里哭得最淋
漓遥 挡风避雨家最好袁你是天来也是地曰
若要商讨机要事袁你是最好野保密局冶遥气
大神闲袁高风亮节袁忍辱负重袁刚柔相济遥
江河虽阔袁没有你博大曰山岭虽高袁没有
你伟岸遥 你静静地容纳万物袁不择洁污曰
你默默地守护着主人袁不求回报遥你的功
劳天地可嘉袁你的美德无以能比袁语言难
述袁笔墨难书遥 但愿你的主人和你一样袁
厚德载物袁兴家立业袁家和万事兴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 明冤9月
17日袁热力厂举办了野继往开来袁和
谐发展冶 庆祝建厂 50周年书法尧美
术尧摄影展遥
展览共分生产篇尧发展篇尧管理

篇尧爱心篇尧关怀篇尧劳模篇 6 个篇
章袁共展出各种作品 100多幅渊篇冤遥
其中书法 10多篇尧绘画 10多幅尧摄

影作品 90多幅遥这些作品以讴歌热
力厂 5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袁弘
扬时代精神为主题袁 全面反映了热
力厂在安全生产尧科技攻关尧技术改
造尧优化指标尧劳动竞赛尧技术比武
以及在构建和谐企业尧和谐车间尧和
谐班组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和
成果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胡玉州冤9
月 8日至 13日袁中铝郑州企业唯特
俱乐部野计控杯冶网球比赛在长城铝
网球场举行袁 来自中铝郑州企业两
公司和上街区等单位的四十余名选
手参加了这次比赛遥 自备电厂的李

强和总计控室的喻勤分别获得了
男尧女单打冠军遥总计控室的王建军
和郭力平获得了男子双打冠军袁赵
艳玲和刘军涛获得了女子双打冠
军遥 研究所的黄庆玲和孟庆东获得
了混双比赛冠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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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

五云绿树笼碧纱袁村路蜿蜒连农家遥
庄院秋枣醉红颜袁墙头冬瓜挂霜花遥
时令菜蔬对客味袁土猪柴鸡舍中鸭遥
络绎不绝城里人袁乐游乡村兴勃发遥

柏庙梨园

昨日春风梨花白袁今日秋实树满怀遥
汗水浇得灿如金袁果美自有宾客来遥
一口酥梨甜在心袁八方车辆长队排遥
岁岁中秋贡梨香袁户户圆月照楼台遥

汜河秋水

秋波暗送夹岸柳袁水边人行影亦走遥
金风熏黄青纱帐袁稻香欲酿丰收酒遥
汜河不舍昼夜流袁小康农家庆富有遥
信捎黄河与大海袁和谐共拍幸福手遥

秋山秋园秋水情

唯 特俱 乐 部 野计 控 杯 冶 网 球 比 赛 结 束

郑 州 研 究 院 举 办 青 工 趣 味 运 动 会

热 力 厂 举 办 书 法 尧 美 术 尧 摄 影 展

李建鸣

我曾憎恨思念
为什么让我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澜
为什么在宁静的夜晚彻夜难眠
我曾大声地对思念说
离我远点
我是钢铁男儿
没有那些多愁善感
然而
意志在思念面前却变得苍白无力
刚强在思念面前也只是白纸一片
既然阻挡不了这世间的真情实感
既然想追求永恒
向往烂漫

那就来吧袁思念
接受总比拒绝理智
认可也是一种勇敢
感谢你浴 我的朋友袁我的思念
因为有你
我才体验了人间最真的情感
因为有你
我才发现了生活多彩的无限
因为有你
我又可以放飞梦想在广袤的空间驰骋
因为有你
我又可以穿越时空让思绪浮想联翩

思 念
要要要献给远方的朋友

9月 2日至 9日袁渑池矿在新篮球场举行了 2008年员工篮球赛遥 矿党委
书记蔺清慧尧工会主席侯建云出席了开幕式袁来自各车间和机关的代表队共
60人参加了比赛遥 经过 7天 14场的激烈角逐后袁最终袁机关代表队摘走桂
冠袁采矿一车间和破碎车间代表队分获亚尧季军遥

梁俊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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