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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办电视节目预告

愿 月 圆缘 日渊周五冤
员愿押猿园 首 播 院 叶 湘 铝 新
闻曳第 愿猿源 期
圆园院园园 重播院叶湘铝 新
闻曳第 愿猿源 期
愿 月 圆远 日渊周六冤
员员院猿园 重播院叶湘铝 新
闻曳第 愿猿源 期
员愿院猿园 重播院叶湘铝 新
闻曳第 愿猿源 期
愿 月 圆苑 日渊周日冤
员员押猿园 重 播 院 叶 湘 铝 新
闻曳第 愿猿源 期
荀文 鲁

近日袁笔者又一次收到中
奖了的来信遥信寄自北京遥揭
开信封袁标榜为野日本索尼株
式会社冶 的广告彩票大赠送
活动袁 使笔者在刮奖后中了
一辆野丰田威驰车冶遥 按广告
彩票上的提示在交完个人所
得税尧委托公证费后袁车子便
归笔者所有遥 粗略一看广告
彩票上标示有公证处的公证
号尧公证员号尧电话号码袁一
切都显得那么堂而皇之遥 可
仔细一推敲袁 破绽是显而易
见袁 有从天而掉下来的馅饼
吗钥 税费为什么不在奖品中
扣除钥
笔者以前还收过同类型
的信件曰 在所订的报纸内也
被夹带来中奖了的广告纸曰
手机收到的欺诈短信更是多
得不得了遥 不法分子频繁这
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院 温柔
的陷阱袁骗你钱财遥 在此袁笔
者提醒广大朋友院提高警惕袁
谨防上当遥

荀商 岚

停产期间去了一趟新化遥
原本我坐汽车的极限是
不超过到长沙市的路程袁否
则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生理
反应定会野翻江倒海冶到达目
的地 痛苦 地发 誓 再 不 受罪
了遥 而此次的行程我是头脑
发热地应诺了袁 听说走高速
也不过 猿 个小时袁 而且路况
好没事袁经不住同事的鼓动袁
带着摆脱单调的生活换一种
心情的冲动出发了遥
坐在有影视尧 吹着空调
的豪华中巴车内一路谈笑一
路昏睡总算到了新化县郊袁
哪料前方正在修桥袁 需绕道
而行袁 这一绕就绕了 猿 个多
小时袁 早晨 苑 点从湘乡出发
下午 员 点多才到新化县城遥
吃了中饭才赶到距新化县城
圆园 多公里的梅山龙宫风景
区遥
梅山龙宫位于风景如画
的新化资水河畔袁 它是一个
地下溶洞群袁 由 怨 层洞穴上
万个溶洞组成袁 可游览的路
线长 员愿怨远 米袁 其中包括长
源远远 米全国少见的神秘地下
河遥在看到了色彩袁领略了线
条袁甚至听取了声音袁在不可
名状的万物万象中感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功遥
第二天的油溪河漂流让
我们与大自然来了个彻底拥
抱遥 漂流全程 员圆 公里袁两岸
绿树成荫袁危崖耸立袁怪石嶙
峋遥河道蜿蜒别致袁河水清澈
见底遥
虽说只有短暂的两天袁
我总觉得人际间有了更多的
了解与温暖袁 加深了自我认
识袁强化了人与人的认同遥一
次相逢袁就是一次机缘袁一个
机会袁 热爱生活的人任何时
候都会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
入袁 那机缘可能牵引着生命
的顿悟袁可能提升你的灵魂袁
展示出连你自己也感动的美
丽遥

圆尧猿 版
荫 愿 月 员远 日 上 午 袁干
法厂领导组织一工段及
机尧电尧仪检修人员在一线
四楼查找尧 处理申克称运
行不正常的故障遥 钳工班
更换了申克称电机曰 仪表
班将申克称面板控制线更
换成屏蔽电缆曰 电工班更
换了申克称的变频器遥 员员
点袁 申克称终于又恢复了
正常遥
渊冯 强冤
荫愿 月 员猿 日下午袁干
法成品包装二班在完成了
当天的包装工作且已下班
回家的情况下袁 又接到调
度通知袁需在 员源 日发运一
批出口产品出厂袁 必须加
班赶包出来遥 班长黄卫国
带领班员又立即赶往厂
里袁冒着高温袁忍着蚊虫叮
咬袁一边等料袁一边包装袁
一直干到晚上 员员 点多袁直
至将起运产品全部满批袁
确保了出口产品的按时发
货遥
渊胡胜萍冤
荫愿 月 员缘 日袁氟化盐
厂矽氟化钠班由于管道破
损将 苑 吨多产品打湿袁需
重新另装上楼后进行干
燥袁任务巨大袁为了尽快完
成干燥任务袁 石化班长章
跃军立即组织周小宇尧刘
志林尧 龙青峰等人进行支
援袁并主动承担吊装工作袁
在工段负责人赵志勇的配
合指挥下袁 他们克服天气
炎热尧体力消耗大的困难袁
分工合作进行吊运袁 通过
一个上午的努力袁 圆满完
成了 苑 吨多料的吊运任
务遥
渊刘志林冤
荫愿 月 员员 日中班袁新
产品开发公司精制班浸出
渣中间澄清槽上清管道被
渣子严重堵塞袁 当班班长
李茂喜尧组员欧阳勇尧邓晴
一起对管道进行拆卸袁并
用钢棍尧 起子捅尧 用水冲
洗袁 用了 缘 个小时的时间
把管道清通干净袁 并重新
装上袁 为生产赢得了宝贵
时间遥
渊欧 力冤
荫新产品公司二工段
的真空泵需提高真空度袁
才能满足技改后生产的需
要遥 检修二班班长汪惠明
和班员周浩宇等一起安装
一台新泵备换遥 他们克服
现场闷热尧 安装部件较重
等困难袁 从早上一直工作
到晚上近 愿 点袁 圆满地完
成了拆解组装任务遥
渊周浩宇冤
荫愿 月 员员 日中班袁新
产品公司新线的一台电机
吊葫芦的一相滑块支架在
吊料的过程中突然损坏袁
吊葫芦无法继续工作遥 而
此时吨包装料还在半空
中袁必须进行拖动处理遥接
到抢修通知袁 调度欧力和
值班电工周永东尧 姜军及
时赶到现场袁与班长刘文尧
班员魏志刚尧 戴德贵等同
志齐心协力用皮带将吊葫
芦拖到检修平台处遥 为了
抢时间袁尽快修好吊葫芦袁
调度欧力顾不上休息袁又
配合电工工作遥 他们三人
克服天气炎热尧 工作场地
粉尘大和空间狭小的不利
因素袁 站在高高的检修台
上对损坏的滑块支架进行
了更换袁 保证了吊葫芦的
正常工作袁 使生产能够顺
利进行遥
渊周永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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