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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讯渊杨红冤迎着初升的太阳放飞梦想，朝着理想的方
向逐梦起航。8月 19日至 20日连续两晚，山西铝厂职工文体
活动中心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由山西铝厂与中铝山西新材
料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逐梦 起航”为主题的第八届职工文
化艺术节文艺演出隆重举行。

中铝公司工会副主席乔桂玲，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王龙章，山西铝厂党委书记张智，中铝山西
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郭威立，山西铝厂厂长
王天庆，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欣富，山西
铝厂副厂长李安平，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孙安
稳，副总经理郭庆山、席东昌、蔺迎征、尚生荣，总经理助理尚
会明，中铝公司巡视组、干部考察组有关领导以及山西铝厂、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千余名职工观看了文艺演出。王龙
章、张智、郭威立、王天庆、袁欣富共同启动“启航键”。

根据中铝公司的统一部署，山西铝厂、山西分公司、山西华
泽铝电有限公司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发展迈入了

新的历史时期。本届艺术节是山西铝厂与中铝
股份山西分公司分开独立运行，山西分公司与
华泽铝电有限公司实施合并重组后第一次联合
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也是自 2009年以来，连
续八年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大型文艺演出。
《十送红军》、《四渡赤水》一曲曲耳熟能

详的革命歌曲，唤起了人们对革命的记忆，
也拉开了文艺演出的帷幕。歌伴舞《不忘初
心》、舞蹈《咱们工人有力量》、诗朗诵《我们
阔步走在实现远大理想的大路上》，催人奋
进、气势恢宏，深情激昂的旋律展现着晋铝
人追逐梦想的拼搏精神；歌伴舞《鸿雁》、二
胡独奏《奔驰在千里草原》仿佛将现场观众
带入了茫茫千里的草原胜境；舞台剧《科技
创新筑起企业腾飞之梦》展现了晋铝科技人
着力实现科技兴企的宏图壮志；情节风趣，
语言幽默的干板腔表演《拔牙》，在让现场观

众捧腹大笑的同时，也领略了山西南部传统民间艺术的风
采；《桃花红 杏花白》用优美的舞蹈诠释着人生的美丽多姿、
绚丽多彩；幼儿园小朋友们表演的《小马奔腾》以稚嫩的身
影、欢快的节奏展现了童真童趣。晚会美轮美奂、高潮迭起，
歌伴舞《中国我为你歌唱》唱出了在场观众为祖国骄傲和自
豪的内心呼唤……歌曲、舞蹈、情景剧和诗朗诵等形式多样
的表演，共同为铝城职工群众献上了一台精美的文化大餐。

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活动开展以来，广大干部员工参
与热情高涨，纷纷踊跃报名，一展自我风采。本届艺术节主题
突出，历时 2天，共 37 个节目。山西铝厂工会统筹谋划，科学
组织，出色的完成了舞台布置、节目筛选、彩排、后期宣传制作
等各项工作；原山西华泽铝电与山西分公司工会系统合并重
组后，密切配合，积极参与，组织筹办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达
20个。两天时间里，百余名演职人员以高度饱满的热情保证了
演出的圆满成功，也为现场观众上演了一场雅俗共赏、异彩纷
呈的视听盛宴。

山西铝厂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举办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
劲旅讯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后，董

事长、党委书记王龙章，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郭威
立，党委副书记袁欣富，副总经理蔺迎征分别到电
解铝、氧化铝板块调研。

8月 14日至 15日，王龙章、蔺迎征先后到电
解板块建安公司、铸造厂、质检计控中心、电解一
厂、电解二厂、炭素厂、能源动力厂、物配后勤中心
调研，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及党建工作情况，以及各
工序重点环节、关键设备的运行情况。

王龙章对各单位 1至 7月份生产经营及党建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对广大干部员工的
辛勤付出和努力工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各单位持
续优化指标，继续保持良好的生产态势；要以“安
全、干净”班组作为提升安全的重要载体，不能虚
化，要落到实处；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
重组为契机，发挥 1+1大于 2的协同效应，领导班
子要团结，发挥表率引导作用，以“四再一好”的状
态，带领广大干部员工奋力拼搏，站在新起点，再创
新辉煌，确保完成新公司全年目标任务。

8月 11日至 18日，郭威立、袁欣富到第一氧
化铝厂、第二氧化铝厂、热电分厂、石灰石矿、技术
中心、运输部、新材料公司、质检仓储中心、矿业公
司调研，了解班子机构组成，产量指标完成情况、党
建、安全环保工作、下半年工作和生产运营中遇到
的问题。

郭威立指出，首先要树立信心，迎难而上，坚持
不懈，重振雄风。二要改变观念。正视企业遇到的困
难，不等不靠，借势借力，多方谋发展。三要加强学
习。要走出去，学习中铝其他企业和民企的先进经
验，要破除旧机制，改变旧思想。四要勇于担当。要
常怀使命感、牢记责任感、增强紧迫感，面对困难，
要有吓不倒、压不垮、打不烂的“抗力”。五要做到
“腿勤”、“脑勤”、“眼勤”、“嘴勤”、“耳勤”、“手勤”。

袁欣富也要求，认真学习葛红林董事长在公司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思想统一到讲话要求上
来，建立大政工格局，狠抓一岗双责，积极发挥支
委、干部作用，要围绕中心开展工作，深化“两带两
创”、劳动竞赛工作，要看到企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全体干部员工要坚定信心，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任务。（吕国栋 苗滨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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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讯渊夏雷冤8 月 21日，山西铝厂召开会议，总
结 1至 8月份生产经营工作，安排部署后四个月生产
经营工作。山西铝厂厂长王天庆，副厂长李安平、王素
刚，各部室、二级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山西铝厂各单位分别总结了 1 至 8月份生
产经营情况，汇报了确保完成 9至 12月份各项任务
工作计划及具体措施；财务处通报了清欠工作进展情
况及加大清欠力度考核办法；企管处总结分析了 1 至
8 月份生产经营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具体安
排。

李安平、王素刚分别对各自分管领域及相关单位
生产经营工作进行了分析点评，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王天庆总结分析了山西铝厂 1 至 8 月份整体生
产经营情况，对各单位具体问题进行了点评，并对 9
至 12月份生产经营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

王天庆指出，面对目前的生产经营形势和任务，
广大干部员工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和担当意识，切实履
职尽责，要深刻总结、分析思考目前生产经营所面临
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方案，确保 9 至
12 月份生产经营及各项任务目标完成；广大干部员
工要珍惜企业给予的平台和工作机会，要有感恩意
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团队精神，真抓实干，干事
创业，以中铝公司为依托，进一步做强做大做响山西
铝厂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加强管
理，千方百计降低管理成本，不能将任何客观理由作
为管理不到位和不能完成任务目标的借口，要进一步
加强成本和管理分析，重视企业效益，将效益作为检
验管理是否到位和生产经营成效的标准；要进一步明
晰营业收入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加强经营和财务管
理，严格考核；生产经营“欠进度”的单位要及时反思
解决生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细化方案，制定措施，
要对下一步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有清醒的认识，广大
干部要进一步明晰职责，落实责任，全面强化管理，确
保各项任务目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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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讯渊苗滨冤为了验证质量管理体系和 HSE 管理
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和管理活动措施的有效性，8
月 15 日至 17 日，中铝山西新材料公司举行 2017 年质量
管理体系和 HSE 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副总经理郭庆山参
加了首次和末次审核会。

此次内部审核依据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参照公司
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和 HSE 体系相关文件进行。审核人员
由各单位行政一把手、主管领导以及各科室主管等人员
组成，采用面谈、询问、抽查文件记录和现场抽查证实的

方法开展工作。末次审核会上，通报了内审结果，认为公
司各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基本满足体系适宜性、充分性和
有效性的要求，HSE 管理体系实现了持续改进，满足符
合性、实施性和有效性。

在末次审核会上，郭庆山强调，各单位要进一步关
注问题项的关闭情况，要及时梳理整改；要明确责任人，
及时跟进体系运行情况；要不断完善相关资料和运行记
录，确保通过外部审核。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举行

2017 年质量管理体系和 HSE 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劲旅讯渊杨红冤近日，从中铝公司有关文件获悉，山
西铝厂荣获中铝公司“2017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先进单
位”。

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山西铝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绿色发展”的理念，以中铝公司“3132”的安全管理思路为指
导，不断强化全员安全培训、转变理念意识、主动对标先进，
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企业的安全环保健康发展。

山西铝厂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为抓手，共补充修订
安全管理制度 14 项，其中安全制度 8 个，环保制度 6
个。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班组安全文明生产执行力，山西
铝厂在班组安全标准化创建的基础上，以“基石行动”为
载体，大力推动“安全干净”班组劳动竞赛，并试点推出
了“行为安全观察与沟通”管理理念。通过收听“早安中
铝”、编印事故案例汇编、规范人员行为模式等措施，切

实转变人员安全思想观念，让检修“三段六步法”、“上下
楼梯扶扶手”、“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等理念逐步深
入人心。

良好的督查检查机制是安全环保工作的有力抓手。
山西铝厂从队伍建设、责任落实、基础管理、工业服务安
全管理、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环保管理、专项工作等七
项工作入手，采取直接进入检修施工现场和检查软件的
形式进行现场督查，及时通报考核检查结果，确保各项
工作高效推进。截至目前，共督查 118 次，涉及单位 28
个，该机制的有效运行确保了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同
时，为确保“一岗双责”落到实处，提高各级管理人员自
觉履责意识，山西铝厂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责任
清单履行情况述职，并按照一级评议一级的原则进行评
议打分，强化过程考核，确保责任清单有效落地。

山西铝厂荣获中铝公司“2017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先进单位”

山西铝厂、中铝山西新材料公司领导共同启动“启航键”。摄影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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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撷影

同 心 聚 力 共 赢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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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初升的太阳放飞梦
想，朝着理想的方向逐梦起航。

8 月 19 日、20 日连续两
晚，山西铝厂职工文体活动中
心灯光璀璨，歌声飞扬。由山
西铝厂和中铝山西新材料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八届职
工文化艺术节“逐梦·启航”文艺演出在这里
隆重举行。广大干部职工用深情嘹亮的歌
声，多姿多彩的舞蹈，激越豪迈的真情，为铝
城干部职工献上了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职工艺术节 职工唱主角
“一送 (里格 )红军，(介支个 )下了山，秋

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问一声亲人，
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 (介支个)再回山。”
晚会在离退休内退职工自编自演的大合唱
《十送红军》中拉开帷幕，《四渡赤水》、《我的
祖国》、《走向复兴》等一曲曲人们耳熟能详
的红色歌曲，唤起人们红色的记忆。

职工艺术节，职工唱主角。慷慨激昂的
大合唱过后，各单位“演员”纷纷登台，从豪
情满怀的配乐诗朗诵《我们阔步走在实现远
大理想的大路上》到节奏明快的快板舞《打
造美丽新铝城》，从热情奔放的水鼓舞《激情
飞扬的热电人》到创意无限的舞台剧表演
《科技创新筑起企业腾飞之梦》，从催人奋进
的舞蹈《咱们工人有力量》到深情动听的小
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从婉转悠扬的葫芦
丝合奏《山歌好比春江水》到清新可爱的儿
童歌舞《小马奔腾》，37 个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声情并茂的歌曲演唱，婀娜多姿的优美
舞蹈、饱含深情的手语表演、靓丽动感的模
特展示，让千余名现场观众陶醉其中，整个
文体活动中心成了欢乐的海洋。

本次艺术节以“逐梦·启航”为主题，文
艺节目表演形式多样，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
觉、听觉体验。两场晚会的所有节目都是干
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充分体现了
文化艺术节的群众参与性。
“这个艺术节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展示

才艺的平台。”技术中心职工郭娜说。

“看完节目，更多的是一种振奋，精彩的节
目让我们感觉到更有精气神，觉得企业重新焕
发了生机活力！”第一氧化铝厂职工张利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一月功”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

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新材料公司舞蹈《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开场，
就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眼球。通过配乐“加勒
比明珠”“爱的信函”“魔力火车”等流行音乐
元素，穿插华尔兹舞蹈、国际排舞、情景剧，
让这个节目显得动感十足，跳出了工人的速
度、质量与默契，展现了职工的工作节奏、生
活幸福、爱情甜美、团结向上，向着新时代全
面冲刺的精神面貌。接到任务的十天时间
里，领舞者陈丽和她的工友们放弃休息时
间，利用晨起一小时和下了班的三小时反复
练习。持续高温天气下，大家的衣服经常是
湿了干，干了又湿，只为跳出更加整齐划一
的舞蹈动作和阳刚威武的舞蹈气势。

舞蹈《桃花白、杏花红》以优美的舞姿和

艳丽的花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舞蹈负责人
史朝霞告诉记者，《桃花红、杏花白》是能够
体现山西民族特色的舞蹈，舞蹈融入了山西
小花戏的艺术表现形式。排练过程中，每天
几百次的抖扇花几乎磨破了所有人的手指
头，结了痂，接着练，舞蹈动作里的钩、绷、
提、“三道弯”不知道要重复几千遍，就是为
了体现出土乡土色的感觉。这支舞蹈在演出
之前还获得了运城市举办的 2017“我是歌
王”广场舞决赛三等奖。

7 月份接到表演任务后，各单位非常重
视，所有节目都是干部职工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抽出时间精心排练，做到工作排练两不
误。面对音乐基础薄弱、参赛经验缺乏，持续
高温和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所有人都是鼓足
了精气神，克服困难，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
刻苦排练。现场观众无比热烈的掌声让所有
演职人员觉着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两企一家人 两企一家亲
“好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热闹的演出

了！”现场的观众们感慨不已。
2009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企业已连续八年未
举办过大型的文艺晚会，干部
职工早已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在山西铝厂与中铝股份
山西分公司分开独立运行后，

山西分公司与华泽公司重组合并成立中铝
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大背景下，第八届职
工文化艺术节再现了“团结一家亲”的和谐
画面。

两家企业领导高度重视艺术节的文艺
演出，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工作。为
了把节目办好，真正办出一家人的效果，山
西铝厂和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树立“一
盘棋”思想，本着综合互补的原则，整体策
划、整体安排、整体运作。

7月份活动通知下发后，干部职工的参
与热情空前高涨。各单位非常重视，从组织
发动到筹备节目演出，大家都使出了浑身解
数，卯足了劲，都想把最好的精神状态展现
给观众。经过层层选拔，从各单位自编自导
的 54 个节目中筛选出 37 个精品节目正式亮
相艺术节。

据节目筹备组介绍，参加演出的人员
中，既有外请的专业人士，也有基层的普通
职工；既有退而不休老当益壮的离退内退职
工，又有可爱可亲稚嫩稚声的小朋友。为了
把晚会办好，筹备组从节目内容、灯光音
响、舞台设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连续彩
排的几天里，筹备组的每一名成员都是早出
晚归。“这些天彩排节目虽然说很辛苦，但
只要最后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一切的付出
都值得。”山西铝厂工会共青团工作部部长
陈军红说。

两个晚上总计五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
将两家企业干部职工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
起，也将双方共同的光荣与梦想联系在了一
起。有观众形容，本届艺术节是场地最干净、
灯光音响效果最好、节目衔接最好、观众最向
往、各单位工作落实最到位的一届文艺演出。

放飞梦想 逐梦起航
要要要山西铝厂尧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举办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侧记

荫 柴若曦

时而扬起衣袖，时而优美转身，古典
柔美的舞姿，配合默契的男生二重唱将一
首情歌《凉凉》演绎的格外精彩，仿佛将观
众带入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给炎热夏
季带来了丝丝清“凉”。
“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

们一直都以是第二氧化铝厂员工为荣。”
舞蹈组织者贺桂萍告诉笔者，参加演出的
有 1/3 都是内退人员，在接到这一任务后，
她们纷纷踊跃报名，刻苦训练，以另外一
种方式诠释着对企业的热爱。

由于歌曲曲调缓慢，对舞蹈功底要求
相对较高，人员的选拔成为关键。为最大
限度地调动一线女工参与热情，切实丰富
员工业余文化生活，第二氧化铝厂通过
“魅力空间”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广泛召集
全分厂范围内的舞蹈爱好者。经过自愿报
名、选拔淘汰等多道程序，数十名舞者开
启了“魔鬼式”训练。

在工作之余，电影院南侧厅成了“舞
者”每天的集训地。特别是节目验收前夕，
天气格外炎热，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持续了
一个多星期，大家每天早出晚归，一个动
作一个动作的抠，一个人一个人的过关。
有的人腿拉伤了，但还是咬牙坚持；有的
人家里事务搁置一旁，专心投入训练。“能
代表单位参加企业大规模的文艺演出，让
我们每一名演员格外兴奋，真心祝愿企业
效益越来越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内退员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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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铝厂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
节晚会现场，观众们真正实地感受到
了灯光的无穷魅力。绚丽的灯光如翩
跹的蝴蝶在场地里四处飞舞，而且把
舞台变成了色彩的海洋。

二胡《赛马》的音乐响起，灯光和
着变化的节奏一起跳跃，把人们带进
入一个欢腾的画卷中。《团结就是力
量》的激昂之处，灯光如道道闪电劈开
夜色，乐曲在灯光的烘托下，迸发出最
宏大的力量，当音乐戛然而止，观众们
还处于磅礴的气场中不能自拔。《桃花
红，李花白》的乐曲开始，唯美的灯光
和迷人的音乐相交相融，美轮美奂，令
人陶醉其中。

如何让每一个
节目都得以完美呈
现，是山西铝厂工
会晚会节目筹备组
面临的挑战。为了
让灯效和音效变成
点燃演员激情的
“引信”，进而带动
现场的观众的情绪，让整台晚会“嗨”起
来，筹备组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导演组
和灯光师、音效师一起，一首一首的感
受音乐，仔细琢磨需要配置的曲子以及
灯光。灯光用哪个部分的，游走还是静
止，是红色还是黄色，是集中还是散开，
他们都做了全方位的考量，后来具体到

灯束打出的数量，都会一一核实。在第
一场晚会结束后，大家又立刻投入到第
二场晚会的光效、音效复核中，等满意
的结果出来，已近凌晨四点。
“观众的好评就是对我们工作的

最大鼓励，也是最‘丰硕’的收获。”晚
会总导演卢俊龙说。

灯光的舞蹈
● 苗滨

8 月 19 日、20 日两个晚
上，第八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文
艺演出为人们带来绚烂夺目的
视觉享受。也许那时您正坐在
观众席和同伴边看边聊，分享
节目带来的愉悦，也许那时您
作为现场服务人员，正在忙前
忙后地保障着节目流程的正常
运转，但您一定不会注意到观
众席最高处的那间小屋———录
制导播间。20 日晚，我有幸作为
" 内部 " 人员享受了在导播屏
幕上观看节目表演的福利待
遇，也见证了一场紧张有序和
别有趣味的“节目录制之战”。

说节目录制是一场战斗，
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从节
目开始的第一秒到表演谢幕的
最后一秒，观众和演员可以有
片刻的休息或轮换，而这里始

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能错
过任何一个画面和细节。“注
意，开始！”“莉莉，全景。”“世
栋，跟主唱。”“张利，跟伴舞。”
“大全景”、“小全景”、“左边”、
“右边”、“推上去，要特写……”
指挥忙而不乱，紧张有序。节目
录制好的关键在于导播和场内
摄像要高度协调配合，电视台副
台长朱高峰作为导播坐镇小屋，
一双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传
递过来的实时画面，通过耳麦向
同事们下达拍摄要求和画面转
换指令，颇有些调兵遣将、运筹
帷幄的“大将风范”。

在下达拍摄要求的同时，
朱高峰还要根据多年的录制经
验，实时从一分为四的小屏幕
上快速甄选切换拍摄画面，同
步传输到录制设备上生成此次

文艺节目的“母带”，“母带”经
过后期精心编辑制作就可以和
电视观众们见面了。“谁拍的画
面清晰、准确到位，我就多切换
录播用谁的画面，别说我没给
你们机会哦。”“张利拍脸（指面
部特写）”、“世栋拍腿（指舞步）
……”为了调节紧张的拍摄气
氛，朱高峰有时通过耳麦和同
事们调侃一下。由于设备传递
现场音效有延时，往往是现场
观众鼓完掌或叫好、或大笑数
秒之后，朱高峰才能通过耳麦
知道台词的笑点或音效精彩部
分，就这样，场内的笑声叫好和
小屋的赞赏声形成了“二重
唱”，别有一番趣味。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小屋内
的“艺术节”，在它的背后，饱含
着所有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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