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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马凌冤干法生产在经历长达
半个多月的生产波动后袁出现新的转机袁
从 愿月 员怨日开始袁连续几天的日平均产
量达到了较高水平袁产品质量达到全优遥

干法厂 愿 月份的出口任务很重袁但
开局很不顺袁苑月 圆愿 日三条生产线全部
点火复产袁但二线在 愿月 圆日才下料曰三
线直到 愿月 猿日才下料袁后来袁设备问题
不断袁 干法厂一直疲于应付处理设备故
障遥愿月 员愿日袁供电系统两次失压也影响
了生产遥 其间袁产品质量不佳遥

在公司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下袁

在干法厂全体职工的努力下袁 干法生产
终于走出阴霾又看到了艳阳天遥 首先袁干
法厂狠抓了劳动纪律袁职工的腿勤了袁手
快了袁操作更加认真了遥 其次袁干法厂及
时调整了原料袁 采用了更适合干法工艺
的原料遥 干法厂还加强了设备点检尧巡
检袁 要求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处理或通知
检修人员处理遥 在工艺操作上袁要求严格
按既定参数进行操作袁 对参数出现偏离
的则要求及时报告工段曰不准随便停料袁
万一需要停料也要当即报告工段袁 由工
段组织及时恢复生产遥

随着我
公司的改革
进入攻坚阶
段袁 职工的
思想也发生
了 一 些 变
化遥 为了解
广大职工在
新形势下的
思想状况 袁
氟化盐厂党
支部走访调
查了普通职

工尧班组长尧工段长尧一般管理人
员等 猿园余人遥 调查表明袁职工的
思想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袁但也存
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袁亟需
在工作中进行引导和教育袁充分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袁推进企
业改革改制遥

一尧 职工思想现状及其分
析遥

在调查中了解到一种喜人
景象袁大部分职工认为改制的关
键在于如何改袁符合湘铝公司长
远发展需要袁符合公司广大职工
根本利益的改制袁 就坚决拥护遥
可见袁职工并非单纯地对改制缺
乏安全感袁并非盲目地对公司前
景缺乏信心袁也并非纯粹地从个
人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袁而是自觉
把公司前途命运与个人前途命
运结合起来熏 对公司全局利益高
度关注遥

职工对公司改制和发展前
景的关注是全员性的袁忧患意识
普遍存在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院

一忧公司改制能否成功遥 相
当一部分人对公司改制的目的尧
意义等认识不太清楚袁对改制的
各种运作方式不明白袁对相关信
息缺乏了解袁特别是基层班组职
工袁对改制知之甚少遥 同时袁职工
从电视尧 报刊和网络等传媒上袁
接触到个别企业改制失败的典
型袁还有极个别假借改制之名导
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袁印象尤
为深刻袁担忧之心与日俱增遥

二忧自身利益能否得到保

障遥职工一方面拥护改革尧支持改
革袁 另一方面对改革过程中自己
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存在担
心和顾虑遥 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
中袁 人员及组织结构的变化必然
涉及到各方利益的调整遥 调查中
发现绝大部分的职工认为改革对
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一定影响袁职
工对于改革改制同样也存在着一
些的顾虑遥 缘园岁以上的男职工尧
源园岁左右的女职工袁对于野一刀
切冶袁 都有着程度不一的心理准
备袁但又担心政策对他们不利遥更
多的职工渴望改革袁 但又惧怕参
与竞争袁怀着更多的野等尧靠尧要冶
的思想野期待改革冶遥

二尧思路与对策遥
应该说袁 氟化盐厂职工思想

中积极的尧 正面的因素是主流和
占主导地位的遥同时袁极少部分人
消极尧 负面的心理因素也客观存
在遥如何正确引导袁针对性地开展
下一步的工作袁 笔者有以下几点
思考院

穴一雪希望尽快明朗湘铝公司
改革与发展思路问题袁 让职工安
心遥

从 圆园园源年开始袁湘铝公司的
改制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袁其
间传出多种改制模式消息袁 职工
议论最多袁关注最多袁最不安心的
就是这个问题袁野树欲静而风不
止冶袁有人说院改制问题一天不定袁
我就一天难以真正安心遥

从调查反映出的问题看袁主
要体现为宣传教育的力度不适应
企业改制工作的要求袁 广大职工
对文件精神的理解不深不透袁职
工中还产生了一些不必要误会袁
要在公司各方作了大量细致的思
想工作的前提下袁在公司报纸尧电
视尧 网络作了较为有效的宣传鼓
动工作的基础上袁 通过各种会议
交心通气袁也可采用政策宣讲组尧
专题讲座尧建议箱尧咨询接待日乃
至文艺晚会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袁
在政策宣传中要正确把握上级政
策袁增强准确性袁让职工清楚上级
的有关规定和政策袁 消除思想上
的猜忌和顾虑遥在实际操作中袁要

着力于提高职工思想认识水平袁
使广大职工全面把握中央和省有
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精神
及相关政策袁 重点了解省内国企
改革的成功经验袁 让职工明白国
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中央及省里的
政策要求袁 湘铝公司改制是大势
所趋遥让职工明白袁改革改制并不
等同于让职工下岗尧丢饭碗袁其出
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为了企业和职
工利益的双赢遥

渊二冤有针对性的做好思想
引导工作袁 减少无端猜测和不实
流言对职工思想的影响让职工安
心遥

湘铝公司正处于改革与发展
的关键时期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袁
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袁 大大
增加了职工的心理负担遥 一方面
要做好化解矛盾的疏导工作袁另
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多下基
层袁多了解情况袁多掌握信息袁增
强思想工作针对性遥 职工思想上
之所以会产生疑虑袁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对情况不了解所致袁 而讲
清道理是消除思想顾虑的重要手
段遥 各单位要及时通报关于公司
改革改制的最新消息袁各级骨干尧
党员少发牢骚袁少说怪话袁按照文
件和公司部署统一思想遥

渊三冤开展野创建学习型组织袁
争做知识型职工冶活动袁促进全体
职工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袁让
职工用完备超强的本领求安心遥

职工作为企业的一分子袁就
如同鱼与水一样息息相关遥野创建
学习型组织袁争做知识型职工冶正
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遥一方面袁
我们要在广大职工中普及终身学
习理念袁进而激发他们参与野创
争冶 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
性袁形成尊重劳动尧尊重知识尧尊
重人才尧尊重创造袁鼓励人才干
事业尧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尧帮助
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和氛
围遥另一方面要加强野创争冶活动
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袁形成全
员学习尧全程学习尧团队学习和
工作学习化尧学习工作化的工作
机制尧考核评估机制尧激励机制
和用人机制遥

本报讯渊陈坤冤氟化盐厂自 愿 月 员愿 日吹
响野大战三十天袁日产达计划袁厚礼献国庆冶劳
动竞赛号角以来袁粗酸生产呈现良好势头遥 到
圆圆日止袁除 员怨日因萤石质量影响未能达到计
划指标外袁其余 源天均超过计划指标袁竞赛的
第一天更是创下了日产超过计划指标的好成
绩遥

现在的制酸工段现场袁一幅写有野大战三
十天袁确保粗酸供应袁厚礼献国庆冶的横幅醒
目地挂在了制酸炉头的天桥上曰 炉头尧 中和
槽尧吸收岗位尧给料岗位到处是忙碌着的生产
工曰由制酸工段副工段长杨建斌尧制酸工段班
长尧 调度员组成跟班倒小组及厂技术人员不
停地穿梭在各个岗位曰各
班严密监控生产动态袁班
班计产尧计消耗噎噎紧张
热烈的竞赛氛围已经形
成遥

由于单一品种的萤
石变化频繁袁 质量又较
差袁给粗酸的生产带来了
被动遥 针对此情况袁氟化
盐厂一方面优化配料比袁
调整操作方法曰一方面稳
定下料量袁严格规定 员 号
雷磨机要确保 源 号尧缘 号
炉萤石粒度负 圆园园 目在
怨园豫以上遥 制酸工段为搞
好这次大干袁专门制订了

生产方案袁并将产量尧质量尧消耗指标细化到
了班组袁各班又细化到了炉工小组袁使得人人
肩上都有指标袁人人身上都有压力遥 工段还狠
抓了劳动纪律和工艺纪律袁班班查袁班班有记
录遥 气温高袁环境差袁给料岗位和吸收岗位职
工的脸都被酸薰得通红袁 但他们没有过多地
发牢骚袁而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袁给料工勤
捅料袁吸收岗位的女工们勤跑现场袁为的是抢
时间送酸遥 以往设备出现问题袁生产工报告后
是等着检修工来修遥 现在的设备出现问题袁生
产工是电话催着检修工快到现场袁 并主动为
检修工帮忙遥 争取有效的生产时间袁成为了制
酸职工的生产准则遥

某日袁野有朋自远方来袁不亦乐乎冶袁吃罢晚饭袁
我陪他逛了逛咱工人新村遥 那葱茏的树林袁绿油的
草地袁洁净的马路袁高耸的楼宇让他赞不绝口曰马路
上悠闲散步的男女袁草坪里尽情嬉戏的老幼袁球场
上青春活泼的小伙袁舞池里婀娜多姿的姑娘袁恰似
一幅优美的画卷袁把小区的和谐与文明展示得淋漓
尽至袁令他流连忘返遥

回家的路上袁他不禁大发游感院野一个地方环境
好袁空气新袁文化生活充实袁人的素质肯定高袁单位
效益也一定好遥 冶这几年单位效益虽然并不好袁但还
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袁 所以我还是认同他的观
点遥 君不见有着野天堂冶美誉的苏杭袁堪称野花园之
国冶的新加波袁不正是循着这个逻辑而走向令人瞩
目的世界文明巅峰吗钥

由此可见袁人的素质不仅决定着环境袁也决定
着进步与发展遥 其实我们这个小区并不那么完美袁

许多东西还与其发展格格不入袁一些有损小区形象的事
还时有发生遥 有一天袁我和几位老者散步时袁便看见一大
袋子东西从某家阳台野横空出世冶袁袋子摔在树枝上袁风一
吹袁里面的垃圾伴着恶臭满天飞扬袁有如野天女撒花冶遥 面
对这突出其来的野袭击冶袁我们只能无奈地选择野逃亡冶遥诸
如院花草树木无端被践踏曰亮点景观无故遭毁坏曰今天刚
装好的路灯明天野脑袋冶就开了花曰崭新的外墙一夜之间
爬满了野牛皮癣冶遥 凡此种种袁着实令人痛心遥

毋容置疑院谁也容不得自家庭院垃圾遍布袁更容不
得自己的财物无辜受损遥 就因为一个公与私的区别袁姓
野公冶的为何屡遭非礼袁厄运不断钥归根到底袁除了相关单
位还要严格监管外袁关键还是某些人的道德沦丧袁公德
缺失遥

我向往文明遥是人创造了世界袁也是人创造了文明遥
为了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袁我更期待人们社会公德的
升华遥

大专毕业后袁我进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分
析员遥 一转眼八年过去了遥 我依然在自己的
岗位上袁平凡地工作着遥 而当年的那些同学袁
已大多在大城市里干得有声有色袁将我无情
超越袁让我需仰视才能见到他们的野高大冶遥

当生命之树刻上第二十八个年轮时袁我
再也无法忍受了袁毅然捡起久违的书本要要要
我要考研浴

就在去年十月的一天袁我接到了爸爸急
匆匆打来的电话院妈妈中风了袁在医院抢救浴
我火速赶到了医院遥 妈妈已躺在病床上呆呆
的不能讲话袁身体素来虚弱的爸爸在旁边急
得面色惨白遥 是夜袁我背来一条长凳伴着妈
妈睡下袁几天几夜里袁我寸步不离袁为她喂饭
喂水接屎接尿袁一边还要安慰爸爸袁忙得晕
头转向遥 幸亏老天有眼袁妈妈的病渐渐好转袁
语言功能也很快恢复了遥 而我袁却累得瘦了
一大圈遥

久久郁积在我心中的阴云竟然在我全
心照料妈妈的日子里烟消云散袁我甚至为自
己的能干感到惊讶遥 如果能够让均已六旬尧
病魔缠身的父母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幸福
的话袁我就算一辈子平庸地生活在这个小城
里袁又有什么不好呢钥
考研因此而错过了袁 但我并不后悔袁因

为我知道要要要我在平庸而有意义地生活着遥

走进婚姻袁我与婆婆愉快的相处已有十三
年袁我们虽是婆媳却胜似母女袁我们相互关心袁
相互尊重袁浓浓的亲情迷漫在我们之间遥

我的婆婆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袁 勤劳尧
善良尧朴实尧任劳任怨遥 结婚后袁我们与婆婆住
在一起袁家里的家务活大多数是她帮我们处理
的遥 我很喜欢吃婆婆做的菜袁怀孕时袁我一付欲
病未病的样子袁喝口水都恶心袁婆婆想尽办法
替我熬各种好喝的汤袁做可口的小菜袁特别是
儿子出生后袁 月子里得到了婆婆精心的照顾袁
吃着婆婆做的菜袁胃口特别好袁恢得极快袁儿子
生下来后袁一直是奶奶带着孙子遥

婆婆有一双巧手袁给我们做过很多漂亮的
毛线鞋袁 她做的那些鞋简直算得上是工艺品袁
特别是给儿子一两岁时做的鞋子袁双双描花绣
朵袁花样天真稚气遥 婆婆的毛衣也织得特别棒袁
直到现在儿子已十二岁了袁里面穿的毛衣还都
是她织的袁 每当望着她一针一线在灯下织着袁
我也感到心疼袁我说你年纪大了袁别这么辛苦袁
我们到店里买几件就可以了袁可她却说手工比
机织的要暖和得多遥

婆婆很爱我们袁每天总会站在窗前等我们
回家袁只要有一个人没回袁她都会很牵挂的袁因
此我和丈夫有事一定先打招呼袁无事一定早早
回家遥

现婆婆已七十来岁了袁 还处处为我们操
心遥 这次儿子小学升初中袁考入了一所重点学
校袁婆婆就为孙子弹好垫被袁用布包好袁还准备

了床单尧蚊帐遥
婆婆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人袁大凡从那

个时代熬出来的人袁明显的特征就是对钱物特
别宝贝袁婆婆尤甚袁吃剩的饭菜袁用坏的旧物袁
她从不舍得扔了袁买菜购物袁跟小贩一分一厘
讨价还价袁就是与我们之间也是分分文文算得
清清楚楚袁这让我起初很不习惯遥 我以为这是
最典型的市侩气袁婆婆对此却不以为然袁而且
还常常语重心长的教育我袁 你们要学会过日
子袁后来的路还很长遥 随着接触的增多袁我渐渐
理解了婆婆袁她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走过来
的人袁一生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比整个新中国历
史还要长袁苦难的烙印自然很深刻了遥

婆婆有两个儿子袁一个女儿袁小儿子工作
在外袁我的爱人是她的大儿子袁虽然她明显说
一碗水端平袁对每个儿子都不偏不倚袁但我的
感觉里袁她的疼爱还是有所倾向的袁她总是在
我们工作最忙的时候适时赶来包揽一切家务袁
我有时过意不去袁会抽空陪她逛逛街袁看到好
的衣服会帮她买几件袁这时婆婆嘴里总会嗔怪
道袁买什么买什么袁我有的袁你们又浪费浴 而转
了身袁 我却看到她笑眉笑眼地用手抚摸着衣
服袁一副心满意足幸福陶醉的模样遥

我不知道怎样回报婆婆的爱袁 我能做的袁
只是间或地帮她买几件衣裳袁这点已让我的婆
婆满足且开心了遥 我喜欢看到婆婆开心的样
子袁她幸福袁我更幸福袁这是很真切的一种感受
哦遥

亲爱的妈妈院
您好浴
近来身体好吗钥今天我怀着一颗忐忑不

安的心情给您写信袁 是想献上我对您的祝
福袁 同时也想为那天的事对您说声院野对不
起袁我错了浴 冶

想起那天的事袁我至今后悔不已袁我不
该因为一件小事和你顶嘴袁而您在气头上第
一次狠狠地打了我一顿遥 我伤心地冲出家
门袁一边流泪一边奔跑袁漫无目的地来到一
个草坪上袁我趴在草地上袁想到平常那么疼
爱我的您袁会一反常态地为了一个花瓶而大
发雷霆袁顿时我感觉一根根小草就像一根根
针直刺我的脸和心袁我狠狠地拔了小草又狠
狠地砸在地上袁 仿佛想把所有的怨恨发泄
掉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袁我的心慢慢平

静下来袁我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感受到大
地无与伦比的温情遥 我的心又猛地一惊袁感
觉自己太残忍了袁就为了发泄怨恨就无情地
剥夺了这些小草的生命袁把它们往日给我的
美好忘得一干二净遥此时我又想到您十几年
来对我的关爱就像放电影似的历历在目袁我
真不该这样冲动地伤透您的心袁想到这我就
深深地感到愧疚遥 妈妈是我错了袁我不该为
这件小事就将您的养育之恩抛在脑后袁想起
您为我付出的一切袁至今记忆犹新遥

记得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袁我在家写
作业袁突然一个难题把我难住了袁我绞尽脑

汁怎么也想
不出袁 我想
如果此时您
在这那该多
好啊浴 可是
您在上班 袁
在为我为我
们这个家辛
苦地工作着遥 突然野咯吱冶一声袁门开了袁您看见我焦
急的样子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袁 风趣地说院野什
么难题竟然将我家诚诚给卡住了钥 冶我笑了笑袁您此
时也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袁马上带我走进书房袁开始不
厌其烦地为我讲解袁 使我不但懂得了解题更懂得了
母亲的伟大遥

您不但在学习上关心我袁 在生活中您也是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袁当我生病时袁你焦急得彻夜未眠袁上

下为我求医问药遥 您对我的关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
达的袁即使我说得再多再好袁也道不尽您的野丰功伟
绩冶遥

妈妈在您关怀备至的呵护下袁我长大了袁我不再
是那懵懂的小男孩袁我读懂了您的用心遥 你放心袁我
一定会努力的袁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袁在不久的将
来袁您会为我而感到骄傲遥

妈妈袁夜已经很深了袁可我思念您的心情却久久
不能平静遥

祝院身体健康袁天天开心浴
您的儿子院蒋敦诚
圆园园远年 远月 员猿日

野男主外袁女主内冶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袁而
今这一悠久的传统逐渐被动摇尧被颠覆袁当今社会袁女人经
济的独立奠定了女人独立人格的基础袁男女平等这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袁男人步入家庭主男的行列也不足为奇了遥

家庭主男都是一些顾家的男人袁 都是一些心系老婆尧
孩子的男人袁够得上好男人的标准袁家庭主男让那些大男
子主义者羞愧遥 台湾学者龙应台对上海男人院野拎着带鱼回
家袁系着围裙下厨冶赞许有加袁其实袁何止上海袁看看我们周
围袁家庭主男何其少
吗钥 男人买菜做饭袁
里里外外一把好手袁
其勤勉操持不但让
女人感动袁而且也让
一些男人感动遥

有人道院 野家庭

主男是女人懒的表现形式遥 冶其实不然袁许多男人都乐于奉献袁把老
婆伺候好袁当成一项爱的使命袁并乐此不疲遥 何况男人在打理生活
方面并不逊于女人袁其炒菜功夫实属上乘袁色尧香尧味俱全袁怎能不
令女人胃口大开袁芳心大悦袁因此袁女人们退居二线也就是情理中
的事了遥

亦有人说院野家庭主男其实就是家庭主奴袁 其妻不是奴隶主就
是贵族小姐遥 冶此话失之偏颇袁君不见这些家庭主男大都是主动型
的袁绝非是妻颐指气使的结果袁男人降尊为家庭主男是野周瑜打黄
盖袁一个愿打袁一个愿挨冶的结果袁怪罪女人不得遥

家庭主男的出现袁是否会造成女人野衣来伸手袁饭来张口冶的习
性袁让女人生活弱化袁有人不无担心遥 实在是一种谬误袁难道家庭主
妇会造成男人生活上的弱化钥 家庭主男是时代的产物袁家庭主男让
许多女人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袁 让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去

从事她们所喜爱的
事情袁去享受她们的
快乐时光袁做休闲一
族遥

爱老婆袁有一种
方式最能表达袁那便
是做家庭主男 袁不
信袁你就试试遥

这是一个真实的感人的故事院 每天袁圆源岁的曾霞开着自家
野娄底要要要桥头河冶的中巴客车要往返三四趟遥 姐姐曾敏跟车卖
票袁父母则在家守候儿女平安归来遥 几乎每一个搭车的人都难以
置信袁眼前这一对健康快乐的姐弟俩袁生命竟是父母各摘一个肾
延续的遥对于这样一个从死亡的薄冰旁履险而过的特殊家庭袁劫
波渡尽后袁最浓的亲情袁有着最平淡的表达遥 而平静的享受着每
一天正常尧健康的生活就是弥足珍贵的幸福遥 曾霞说院野父母的肾
在我体内袁我们的心灵相通遥 别人的父母只给孩子一次生命袁而
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第二次生命遥我能有今天袁离不开父母和社会
各界的关爱遥 我最大的回报就是健康地活着遥 冶这个家庭是幸运
的遥 有道是院野可怜天下父母心冶袁为了儿女袁父母可以不惜一切代
价袁竭尽全力地付出袁不图回报遥 野慈母手中线袁游子身上衣袁临行
密密缝袁意恐迟迟归遥 冶可以说袁父母对儿女的爱情深意切袁是不
需要任何理由的遥 那么袁儿女亲情的回报需不需要理由呢钥 儿女
会不会全然理解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呢钥

年幼时袁父母把儿女当
宝贝地拉扯呵护大袁倾其所
有供其读书求学曰 工作时袁
忙于追逐事业成功袁社交应
酬袁没有时间再待在家里陪
父母聊天了曰恋爱了袁脑海
里全是恋人的倩影袁整天只
想着心爱的人袁父母被遗忘
在心灵深处的角落里曰结婚
了袁 得经营自己的小家袁更
顾不上父母了曰 有小孩了袁
还希望父母能帮着带自己

的孩子袁认为父母休闲没事干袁帮自己带孩子袁做家务是理所当
然袁回家野啃啃冶是天经地义袁家常便饭遥 不顾年迈父母的感受和
身体袁不知此时吮吸的已不再是母亲的乳汁袁而是父母行将枯萎
的生命了遥 父母与子女由于生活时代不同袁人生观尧价值观及各
种思想理念不同袁会互相不理解袁有时互相看不惯袁家庭的野代
际冶关系就产生一些矛盾和磨擦袁形成难以逾越的野代沟冶院年轻
人沉醉于流行音乐袁父母可能觉得那是无病呻吟袁而父母喜欢民
歌尧戏曲时袁他们可能会躲得远远的袁恨不得往耳朵里塞棉花袁调
电视频道曰年轻人热衷于浓妆艳抹袁穿着奇装异服袁张扬个性袁父
母可能会说野这像什么样子钥疯疯颠颠遥冶而父母对大红大紫衣裳
感叹生不逢时时袁他们可能会在心底里笑父母是野老古董冶曰当年
轻人袁小孩子吃不完随便扔掉碗里的饭菜时袁父母可能会骂他们
浪费粮食袁大手大脚袁而当父母在饭桌上滔滔不绝朗诵野谁知盘
中餐袁粒粒皆辛苦冶野忆苦思甜冶时袁他们可能觉得可笑袁不合时
代曰当年轻人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袁今天花明天的钱时袁父母可能

会皱着眉头看不惯袁说他们是败家子袁而当父母
为了几毛钱小菜和小贩讨价还价时袁 他们会说
父母才是真正的野守财奴冶袁当年轻人和同学尧朋
友聚会袁玩到通宵达旦袁看野世界杯冶时袁父母可
能会担心他们夜里回家不安全而大发脾气袁而

当父母晚上 怨点多钟就打电话催他们回家时袁 他们会厌烦父母
瞎操心袁把电话挂断或手机关机曰当年轻人遇上心爱的人而不顾
一切时袁父母可能会劝他们要理智地对待感情袁而父母把经济条
件尧家庭背景等视为婚姻的必要条件时袁他们可能会说父母是纯
真爱情的杀手噎噎

其实袁父母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拥有过飞扬的青春袁一样经历
过人生的抉择袁坎坷爱情的伤痛袁幸福袁事业的起起落落袁一样承
担生活的历练和磨难噎噎孟子说院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遥 冶告诫人们要野将心比心冶袁互换角色去善待父母遥每
个人都会老袁父母比我先老遥 作为子女袁终有一天会和父母一样袁
为人父袁为人母袁那时候也一样会对待自己的下一代袁有着太多
的不理解和看不顺眼遥 野当我们年轻时无法懂得的袁当我们懂得
时已不再年轻了遥 冶还是孟郊的叶游子吟曳问说好院野谁知寸草心袁
报得三春晖遥 冶我们像小草般的子女袁应当如何去报答阳光明媚
似的父母之爱呢钥 给天下父母一份爱心吧浴 使一代艰苦创业尧辛
勤劳动尧勤俭持家的所有老人都能得到老有所养袁老有所医袁老
有所学袁老有所乐噎噎为老人们营造一个温馨尧安逸尧健康尧幸福
的家庭氛围和尊老尧爱老尧敬老尧助老的社会环境袁在物质上满足
老人生活必需的同时袁在精神上给予抚慰和体贴袁尽我们的一份
孝心遥 小家庭里的野代际冶关系搞好了袁小家美满和谐了袁创建和
谐尧绿色社区这个大家庭就会容易得多了遥

平
庸
而
有
意
义
地
生
活

荀

叶

香

我 的 婆 婆

荀

李
红
林

干法生产出现转机氟

化

盐

厂

向
生
产
钻高
地
纂发
起
冲
击

荀

邓
存
良

大 爱 无 限

做
好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推
进
企
业
改
革
改
制

昨
昨昨
氟
化
盐
厂
开
展
职
工
思
想
动
态
调
查

荀

陈

坤

致母亲的一封信
荀湘铝子校小学部苑员班 蒋敦诚 家 庭 主 男

荀

彭
健
飞

荀

唐

得

本报讯渊蒋冤愿月 圆源日上午袁公司在职工
教育培训中心举办一期 阅悦杂控制技术培训
班袁来自公司各单位的仪表工尧工艺技术员尧
干法厂调度员及自愿参加学习的人员参加了
培训遥动力厂电器工程师尧专业副主任谭泽寰
进行了授课遥

公司举办 阅悦杂培训班

图为悬挂在制酸炉头天桥上的宣传标语遥 渊刘亮红 辕摄冤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穴欧光荣 辕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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