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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
走过夏的腹地
秋苗条
成水草
在季节的波纹里摇摆
远山
卸下的盛妆里
有丰盈的颜色
滋长
空旷
不是唯一的主题
流蜜的果园
挂满老农的笑意
丰盛的心事
只有阳光知晓
牧童扬起的石子上
凋落几声鸟鸣
清瘦的碧水里
有白云在沉思
回首夕阳
有一种激情
自始至终贯穿我们
渊雪 城冤

其 二

荫 美 美 文 化 套 餐

秋风吹袁秋雨飘袁秋雾朦胧袁秋空高淡袁
秋色神秘遥 秋就是这样院清素尧淡雅尧美丽遥
凉劲的秋风吹过树梢袁黄叶旋转着袁翻
滚着袁像一群黄蝶翩翩起舞遥 火红的枫叶袁
经秋风一吹袁像万点灯光在枝头跳跃袁又如
要甩起大步袁走向幽深袁走向遥远噎噎
秋风夹着丝丝飘来的秋雨袁 你的凉鞋
上就会沾些打湿的草屑袁 少女飘动的长裙也会拖着有些沉重袁显
得严肃遥 那打在睫毛上的细雨滴无声息袁可又使人那么自然遥 走过
炎热的夏日袁迎来丝丝风雨袁人又沐浴出一片好的心情遥 没有了浮
躁袁因无所求而得到沉静袁感到秋天的爽快袁爽得让人心气顺通袁
心旷神怡遥
雨大了袁随风飘洒袁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袁在空中展示它优
美的舞姿遥 它在密密地斜织着袁如用银丝织成纱巾袁飘荡在田野
里袁使远处的树变得更加苍翠遥 秋雨袁洗透了大自然袁空气变得更
加清新了袁仔细去品一品袁竟能盎然醉人遥 蓝天尧青山袁一望无垠的
田野袁一切似梦中的仙境袁让人看不够袁品尝不够遥
秋是丰收的季节袁掀开朦胧的雾袁露出秋的神秘遥 看那一片一
片金黄的稻子迎着秋风笑弯了腰袁火红的高粱涨红了脸袁黄的玉
米啊灌饱了浆袁贪睡的大豆沉浸在甜甜的梦中袁那挂满枝头的沉
甸甸的果子如星星点灯遥 哦袁欢笑已有唱响袁甜蜜尽在不言中浴
秋的天空很高很阔袁不似春天的柔媚袁夏天的张扬袁冬天的冷
寂遥 秋有一种深邃的遥远袁有一种博大的内涵袁一种旷野的慰籍袁思
绪随风飞翔袁汇入那片深袁那片真袁那片实的海洋袁倍感秋的神韵遥
在秋的火红色调中寻觅袁寻觅秋天中冲动的诗意袁寻觅秋天
中的哲理袁寻觅浪漫中洋溢的成熟与深沉要要
要如画尧如诗尧如人
生遥
渊向春阳 向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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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野不讲多了袁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以失败告终袁从内
部去看袁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知识分子力量不够袁归根到
底还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够遥 冶
愿 月 圆猿 日上午 员园 点整袁公司党委书记曹琼华几句
活泼而不乏认真尧诙谐而不失庄重的开场白袁更使党支
部书记座谈会的动员效果立竿见影遥 与会的党支部书
记心潮如涌袁踊跃发言遥 大家表达肺腑之言袁阐述粲花
之论袁展现着思想政治工作行家里手的风采遥

一尧思想政治工作真的是野务
虚冶吗
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是做人的尧意
识形态尧精神世界的工作袁因此被习
惯地称之为野务虚冶袁与生产经营等经
济工作直接产生物质效益的 野务实冶
相对遥 但是这种野务虚冶袁却是间接的
野务实冶袁通过服人心尧暖人心尧聚人心
的工作去野务实冶袁正所谓野思想政治
工作也出效益冶遥
银鑫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毛政跃
认为院思想政治工作不只是国企的专
利遥最近袁我考察到一家私有企业袁就
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遥 该厂硬性规定袁业务技术骨干必
须在 猿 年内申请并争取加入中国共
产党遥我还想组织我单位有关人员前
往取经遥
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向富保谈
到院 当看到经过我与同仁的调解尧劝
说后袁职工不离婚尧不吵架尧不懒散袁
成
精神振奋的结果时袁我不由得深感欣
成
慰遥
杨
干法厂党支部副书记刘铖谈到院
剑
极个别职工精打细算巧规划袁到银行
取款每次 缘园 元袁顶多 员园园 元袁有的职
工仅购房还贷每月达 苑园园 元遥这种经
济来源的不充裕与提前或偏大开销
的不适宜性的矛盾袁导致一些单身职
工感叹不已院现在袁找野女朋友冶容易袁
但找个野老婆冶尧成家养家就难啦浴 针
对这种经济状况袁作为党组织要加大
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和细度袁督促职
工为企业效益与发展袁同时也为自己
的生存尤其是人生大事而努力遥
新产品公司党支部书记彭颂生
谈到院特别是在发岗薪的时候袁职工
思想有波动袁思想政治工作就显得最
适时尧最有针对性袁很有必要讲清市
场经济与企业效益的关系袁讲清企业
效益与职工收益的关系遥 当然袁企业
也要明确并担当确保一方平安尧 造福
职工的政治责任遥
党委书记曹琼华从理论上加以说明院 这就叫按市
场配置分配劳动成果袁 也希望职工体谅企业保护职工
利益的初衷遥
供销党支部书记张亚红也有同感院
流汗不一定有成效袁 也不一定有收益袁
这个话题几年前就公开讨论过遥 在现阶
段市场经济中袁野按劳取酬冶是受到不断
变化的条件的限制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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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
任莫学其谈到院最近进行的女职工改革心态调研 荫
显示袁仅有 远豫的女职工愿意自主创业遥 大量数据 高
表明袁 对职工改革承受能力的考验甚至于折磨尧 高
瞭
煎熬袁正是思想政治工作大显身手的时候遥
望
三力公司党支部书记曾湘钢在回顾本单位
台
改革历程时谈到院人是讲道理的袁改革更需要讲
道理袁而讲道理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之
一遥 正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到位和广大职工的
配合尧参与袁三力公司的改革工作基本顺利遥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袁湘铝公司及湘铝职工对我们充当
改革 先锋 的行为 大加 赞赏 和鼎 力 支
持袁对我们的物业管理和工作餐两大
块工作予以理解和帮助袁尤其是湘铝
公司领导苦口婆心尧语重心长袁使我
们倍感亲切尧倍受鼓舞遥 现在袁三力
公司仍在坚持不懈地把思想政治
工作做到改革中袁尤其是改革前遥
我们反复强调两条原则院 改革是
大势所趋袁 改革必将惠及广大职
工遥 在此基础上袁我们反复开导职
工院湘铝对三力有一个扶持期袁但
三力对湘铝只能依靠袁 而不能依
赖袁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遥
创益 公司党 支部 副书 记朱
晓兵谈到院 职工目前有两大心
态袁其一袁职工注重眼前的短期利
益袁却对改革的期望值较高曰其二袁
对本单位的发展信心不足袁 却对
职工个人的高收入满怀希望遥 这
种利益驱动的本能袁 需要适当引
导尧调节袁并尽量实现改革的实惠
性尧普惠性遥 我们在适当提高职工
收入上正作出尝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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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儿子投身国防事业问题
图为邓美华和儿子李颖奎的合影遥
上袁 我们并没有什么优秀的举措袁
只是尽了一个作父母应尽的职责
和义务遥
我儿颖奎 圆园园源 年进入天津军
事交通学院学习袁成为一名现役军
人转眼已有两年了遥 短短的两年袁
他从一名从未独立生活尧从未受过
艰苦磨炼的中学生成为现在学院
区队文体骨干袁 担任了连队指导
员袁去年年底还光荣地加入了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袁学习成绩也期期走
在前面遥 儿子能取得这样可喜的成
绩袁有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袁更归功
于学院的培养尧教育袁作为家长只
是给了他应有的正确的引导尧鼓励
和鞭策遥
儿子被军事学院录 取有 些意
外袁 其实当时他
更想上已联系好
的武汉一所重点
大学袁 但是既然
已被录取袁 就已
无回旋余地遥 通
过了解袁 我们知
道军 校 的 学 习 尧
荀邓美华
生活要比普通高
校严格尧不自由尧
刻板而枯燥遥 特
别是前两个月的军训袁 要比普通学院要求严格得多袁是 他不仅学习抓得紧袁班工作管得好袁还将区队的文体活
常人难以做到的遥 说实话当时我们心里也没有底袁一想 动搞得有声有色袁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嘉奖遥
对孩子的正确引导袁是需要经常谆谆教悔尧不失时
到儿子将要面对困难袁我们心里就阵阵发酸袁但是我们
不仅不能在儿子面前表露袁 相反还要做好他的工作袁要 机的正面教育遥 去年暑假袁学院没让他们放假袁而是让他
他坦然的去面对一切遥 为此入学前袁我和孩子他爸跟儿 们去基地连队体验生活遥 几个月未回家袁儿子想家曰我们
子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袁要他放下思想包袱袁告诉他 做父母的也很盼望他能回来遥 对此袁儿子心里有些情绪袁
既然选择了军营袁就要想办法适应袁去面对各种挑战袁并 发了牢骚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我们强忍着思念的心情开导
要他做好随时吃苦的思想准备袁 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遥 他院到连队去体验生活是件好事袁通过下连队可以了解
基层连队的情况袁对今后走向连队有很大帮助遥 孩子他
儿子没有多说什么袁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遥
果然袁儿子一踏进军校袁一切便军事化了袁紧接着开 爸还戏称下连队体验生活是参加野夏令营冶活动袁孩子笑
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袁我们为从未吃过什么 了袁并很快地端正了态度袁在连队和官兵很快打成一片袁
苦尧受过什么累的儿子捏了一把汗遥 特别是听到中途一些 离别连队时还依依不舍遥 回校后袁我问他有何感想袁他说
学员因受不了苦而要求退学时袁我们更加耽心尧心痛遥 但 收获很大袁最大的收获是增强了努力学习的决心遥
平常我们不仅关注儿子的学习尧生活袁更关注他思
是我们还只能硬着心肠鼓励他院野别人能做到的袁 你一定
想的进步遥
经常提醒他要有上进心袁不要和落后的尧不思
能做得更好遥 冶野咬咬牙袁挺挺就过去了遥 冶多年来未写过信
进取的人作比较遥
儿子在取得一定成绩后袁去年上半年袁
的孩子他爸给儿子寄去了三尧四页的长信袁鼓励他克服困
突然打电话给我们院他想申请入党袁征求我们的意见袁我
难袁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袁和他谈人生袁谈他当年
作为知青下乡的亲身体会遥 指出困难是暂时的袁 只要坚 们马上表示赞同袁并鼓励他好好去争取遥 他爸还详细地
持袁就一定能战胜遥 儿子果然是好样的袁他挺过来了袁并取 介绍了写入党申请书的要点和格式遥 在组织的培养和儿
得了各项训练的好成绩袁训练后袁儿子还担任了班长遥 儿 子的努力下袁去年下半年便被第一批批准加入了中国共
子很高兴袁为自己战胜了困难而高兴遥 当他打电话告诉我 产党组织遥
看到儿子能健康的成长袁我们感到了无比的高兴袁我们
们这一切时袁我们真为他感到欣慰和自豪遥 我们不失时机
要感谢组织的关心袁感谢学院的培养袁更欣喜于儿子有健康
的表扬了他袁称他为真正的男子汉浴 与此同时又叮咛他院
当了班长袁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袁学习要搞好袁工作同样要 的心态尧积极向上的的思想和不畏困难的勇气遥 我们从心底
搞好遥 通过军训袁儿子坚强了尧懂事了袁在后来的日子里袁 里祈盼他一路走好袁朝着自己的目标勇敢的走下去遥

三

秋云清纯袁秋空洁净遥 叶是秋最漂
亮的风景遥绿叶尧红叶尧黄叶遥长条形尧
椭圆形尧手掌形袁形形色色袁各具风
格遥
秋叶比春的嫩绿袁 夏的黑绿袁冬
的洁白更有魅力袁更吸引人去观赏遥
一阵秋风吹来袁枯黄的叶子划成
一道金色的弧线袁坠落归根遥 啊浴 这是
落叶归根吗钥翻开中国的现代史遥员怨怨苑
年 苑 月 员 日香港回归袁员怨怨怨 年 员圆 月
圆园 日澳门回归袁 就有一个回家的感
觉遥 那秋风萧瑟就是近代史的屈辱遥
凝望秋风袁 看着那坠落的黄叶袁
好象大地 这位慈祥的母亲袁 在昭示
宝岛台湾的归来遥
我们都会坚信袁虽然飘落的过程
会有阻力袁但落叶归根的真理袁可会
像雨后天晴的大地绽放出美丽遥
渊贺小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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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改革需要思想政
治工作
当前职工议论最多尧最关注的大事
便是公司改革改制遥
机关第三党支部副书记尧人力资源
部副部长肖立芳由一对数据展开议论院
现在全公司在册职工 猿圆园园 多名袁 而不
在岗的包括内退及待岗尧 中止合同尧息
工人员高达将近三分之一遥因为公司的
有关政策适当宽松袁非在岗人员基本上
适得其所遥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尧非在岗
人员对改革及市场经济的适应尤其是
对个人利益权衡的变化袁公司在在册人
员就业方面承受的压力会逐渐增大袁要
化解这个压力袁进而帮助职工实现解困
致富的心愿袁企业仍然只有改革发展一
条路可走遥
与会人员谈到院公司存续分立的方
案因为审批程序繁杂且环环相扣而迟
迟难以出台袁因此袁有的职工加剧了心
态的不稳定性遥 职工一般既热心于改革
为职工身自发展和个人收益带来好处袁
又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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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思想政治工
作应加大科学含量

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

党委举行党支部书记座谈会

本报讯渊文全冤愿 月 圆猿 日袁公司党委在党
校举行党支部书记座谈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曹
琼华袁党委副书记尧董事长尧总经理朱崇高袁
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田根兴袁党委委员黄克
庄和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尧党委部门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曹琼华主持遥
上午袁党支部书记尧党委部门负责人参
与了党支部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知识闭卷
测验遥 一个半小时的测验后袁曹琼华讲评了
测验情况遥 参考人员凭着丰富的党务工作实
际经验和有关理论知识的掌握及复习袁在测
验中取得了较好成绩袁但在熟练运用理论知
识方面还存在不足遥 曹琼华强调指出袁党支
部书记和党委部门领导学理论尧 学知识袁尤
其是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状尧 指导现实工
作袁 这是新形势下的党务工作基本要求之
一遥 他要求大家在学习上进一步加强紧迫感
和钻研精神袁经常性地动笔写文章袁加强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调研与探讨袁使自己的工
作提升新的起点袁上升到新的高度遥
上午 员园 点到下午袁 与会人员围绕党支
部工作经验尧
党建工作方
法尧 思想政治
工 作途 径 以 及
实 际工 作 的 困
难与问题袁踊
跃 发言 遥 大 家
述 心得 袁 摆 事
例袁提建议袁其
中 不乏 理 性 思
考和真知灼
见袁 有的还是
针 对有 关 部 门
的 较为 尖 锐 的
意见遥
曹琼 华就
与 会人 员 的 发
言袁 不时询问
并 一一 作 出 有
关答复与阐
述遥

曹琼华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思想政治工
作的原则尧方法尧目的和意义院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方向性原则袁民
主原则袁科学性尧针对性尧实效性尧主动性和
创造性原则袁 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袁齐
抓共管的原则遥
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地尧创造性地运用
说服疏导袁典型示范袁关心体贴尧以情感人袁
抓好中间尧促进两头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
实际问题相结合袁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
相结合袁身教示范等方法遥
曹琼华要求与会人员及党委系统工作
人员在观念创新和工作机制尧 内容及方法
创新上袁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袁探索思想政
治工作新途径遥 通过切实可行的思想政治
工作袁 着重找到企业振兴与调动职工积极
性的结合点袁 着重为解决职工就业与生活
的困难尧 增强职工对企业和改革的信心而
努力发挥自身工作的优势袁 争取更大的工
作成效遥
图为座谈会场景遥 渊谢红卫 辕 摄冤

党委 曹书记 在本 次会 议及
测评全过程所作的动员尧 讲评尧
归总中袁阐明了党委举办这次座
谈会的意义和目的遥 曹书记反复
强调院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
学袁 因此有必要加大科学含量袁
要坚持以人为本原理袁正确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尧对象和内
容遥 曹书记还着重要求大家经常
性的写文章袁作些理性的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探讨遥
质保部党
支部副书记冯
文秀则运用心理学等科学理论知识袁
把职工对主体改革心态划归成几大
类型院一是积极乐观型袁这部分职工
工作能力强尧业务技术好遥 二是急切
盼望型袁这部分职工有个野好夫冶尧野好
本报讯渊马凌冤公司工会于 愿 月 圆圆 日上午尧愿 月 圆猿 日下午分别召开了职代
家冶袁愿意早日野买断冶尧早当野全职主
妇冶什么的遥 三是担心顾虑型袁这部分 会正副组长和职工代表参加的会议袁与会人员就公司主体改革改制进行了座
职工工作业务素质不高或是年龄偏 谈袁既谈了自己的想法袁也带来了基层职工群众的意见袁为公司制定较为完善
大袁生怕竞争上岗或一刀切而无所适 的主体改革改制方案提供参考遥 会议分别由公司工会主席田根兴和公司工会
从遥 四是冷眼旁观型袁这极个别职工 副主席刘红阳主持遥
公司正在实行存续分立和筹备成立湖南有色氟化学公司袁目前新公司的
觉得企业因某事亏欠于他袁心理不平
衡袁对利企业利职工的改革举措不热 工商注册已在申请之中袁虽然新公司成立过程中袁仍有诸多困难袁但公司主体
改革改制的进程将坚定不移继续向前推进遥 公司工会召开这两个座谈会袁正
心遥
是为主体改革改制开展调研工作遥 会议建议大家从三个方面去思考问题院一
储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正清运
是如何通过政策去争取最大的利益曰二是在推进主体改革改制过程中袁怎样
用政治学尧社会学等知识为本单位的
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的最大利益曰三是在推进主体改革
党务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制定了 野四
改制过程中袁怎样尽可能地保障企业的利益袁使企业甩掉包袱袁轻装上阵遥 通
四冶合格标准袁这就是院其一袁会做思想
过收集意见袁尤其是来自基层职工的意见袁有利于改革的普惠性遥 公司工会将
政治工作袁符合野四化冶渊革命化尧专业 把意见综合起来袁向公司领导汇报袁使改革改制方案更加完善袁更加兼顾各方
化尧知识化尧年轻化冤要求的党支部书 面的利益袁更加体现职工群众的意愿袁这样有利于主体改革改制的顺利推进遥
记曰其二袁团结务实的野四好冶渊政治素质
会议的气氛非常热烈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职工群众盼望改革袁支持公司
好尧经营业绩好尧团结协作好尧作风形象 主体改革改制袁希望能早日分享改革所带来的成果遥 与会人员谈到袁公司主体
好冤领导班子曰其三袁战斗力强的野四高冶 改革改制要以人为本袁推行人性化改革袁在关系到职工身份置换尧职工再就
渊高觉悟尧高知识尧高技能尧高业绩冤党员 业尧职工养老保险尧职工医疗保险等方面袁应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的合法权
队伍曰其四袁凝聚力强的野四有冶渊有理 益遥 一些野源园缘园冶职工则直接表达了对身份置换的担忧和对未来生活的忧虑遥
想尧有道德尧有文化尧有纪律冤职工队伍遥 与会人员更关注公司的未来袁不少同志呼吁袁公司要加快改革步伐袁彻底地进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含量 行改革袁如果改制以后袁还和原来一样袁那还不如不改遥 职工期望公司主体改
已引起重视遥 有几名同志先后在会上 革改制取得成功袁要求增加收入的愿望比较强烈遥 一些同志提到袁职工身份置
提出了通过网络加强组织与流动党 换后袁公司应考虑如何留住人才袁吸引人才袁否则人都走光了袁公司的发展就
员的联系尧野三会一课冶 形式要创新尧 成了一句空话遥 续聘人员有入股与不入股的自由曰技术人员可以以技术入股
运用多种载体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分红曰要推举和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同志担任领导干部遥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袁座谈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遥 座谈会只是职工参与改
用以及加强改革预见性并准备和及
革改制尧积极进言献策的渠道之一袁职工还可以通过工会尧公司改革办或者直
时启动应急预案等建议遥
接向公司领导提出有关主体改革改制的建议和要求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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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就主体改革改制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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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湘 铝 是 我们 心 中 的
山袁职工好比山上的树木袁
第 猿苑 期 总第 苑缘怨 期
厂房尧设备好比山的根基袁
只要根基不塌袁树木常青袁
那就永远是一座秀丽的山遥
渊王 亚冤
音有的原材料降价袁产品供不应求袁此乃市场赠予我们湘
铝的极佳礼品遥 我们湘铝人却之不恭袁受之无愧呀浴 渊文 鲁冤
音不断创新的企业需要不断创新的员工曰市场会淘汰不创
新的企业袁企业会淘汰不创新的员工遥
渊杨 文冤
音节能其实是件挺简单的事袁只要你把每一滴水尧每一度
电当金子一样对待就可以了遥
渊彭健飞冤
音平淡的日子包含真实袁非凡的日子浓缩真实遥 渊巍 城冤
音做生活的强者袁并不是要去压倒一切袁而是学会不被一
切压倒遥
渊湘 华冤
音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袁你就得给社会创造价值遥
渊肖玉科冤
音生活是一面明镜袁你对它笑袁它就对你笑曰你对它哭袁它
就对你哭袁这就是人与生活的关系遥
渊秋 香冤
音观念也需要整容袁才能面目一新遥
渊氟 冯冤
音我不是党员袁但我愿向那些优秀党员看齐袁以一个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袁争取早日入党遥
渊动 通冤
音一颗纯金子不需在阳光下就能发出光芒袁一个优秀的共
产党员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体现出共产党的先进性遥 渊刘亮红冤
音对于远足的骆驼袁最可怕的不是眼下的沙漠袁而是心中
无绿洲遥 渊邓丽敏冤
音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袁要为尚未得到的蛋糕
而努力遥
渊周 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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