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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在激情中成长曳

“爱在仲夏，红色激情”庆祝建党 90周年
五鑫职工红歌演唱会隆重举行

90 年峥嵘岁月袁90 年伟大征程遥为隆重纪念建党 90 周

年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袁激发全体党员及

广大职工的使命感尧 责任感和荣誉感袁野爱在仲夏袁 红色激

情冶五鑫职工红歌演唱会袁于 7 月 1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唱

响遥 公司各级领导与来自各岗位部门的 200 余名员工一起

观看了演出遥
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袁共产党辛劳为民族袁共产

党他一心救中国袁他指给人民解放的道路袁他领导中国走向

光明噎噎冶袁伴着铿锵的乐曲袁红歌会在 25 名党员的大合唱

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中拉开序幕遥大气磅礴的叶精忠

报国曳尧清脆嘹亮的叶打靶归来曳尧优美舒缓的叶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阳曳尧节奏明快的叶南泥湾曳尧深情壮美的叶为了谁曳
噎噎一首首耳熟能详尧荡气回肠的曲目袁表达了五鑫人对党

和祖国的美好祝愿遥
从南湖红船到野八一冶枪声袁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袁从

抗日烽火到建国大业袁 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图袁90 年的沧

桑巨变袁90 年的风雨兼程遥 两位主持人带来的配乐诗叶七一

抒怀曳袁以及王英明总经理创作并朗诵的叶党旗礼赞曳袁热情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0 年光辉历程袁向我们伟大的党

献上最深情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福浴
盛世的华章与峥嵘的岁月交相辉映袁 幸福的生活和恢

弘的历史彼此凝望遥九十年的风雨历程袁始终让鲜红的党旗

高高飘扬袁 九十年前的铮铮誓言依然在你我心中激荡遥 最

后袁党员们同现场观众一起高唱叶歌唱祖国曳袁在激扬的乐曲

声中袁五鑫职工红歌演唱会圆满落下帷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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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袁党旗袁伟大的旗浴
那锤子和镰刀袁
是亿万工农高举的手臂遥
党旗飘扬袁
红色狂飙席卷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袁
冲破封锁尧包围尧孤立袁
把腐朽的旧世界砸碎袁
开创了中华民族新世纪遥

党旗袁党旗袁光荣的旗浴
那火一样的颜色袁
是太阳的光辉袁先烈的血迹袁
无数中华英雄儿女

赴汤蹈火袁前赴后继袁
鲜红的党旗把亿万人民凝聚袁
使濒临亡国灭种尧山河破碎的国度袁
一步步走向繁荣尧富强和独立遥

党旗袁党旗袁信仰的旗袁
90年前袁
13个革命青年选择了信仰袁

追求真理袁
如今袁
8000万党员袁
星火燎原了华夏大地曰
90年前袁
民族屈辱袁积弱积贫袁
如今袁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袁
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袁
信仰的旗帜造就了理想传奇遥

党旗袁党旗袁胜利的旗!
五鑫人把你高高举起袁
永远不忘您的丰功伟绩袁
爱岗敬业袁拼搏进取袁
建设五鑫袁发展五鑫袁
富裕职工袁回报社会袁
使命不忘袁责任牢记袁
党旗呀袁党旗袁
我们爱您袁
请接受全体五鑫人崇高的敬礼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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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聆听了吗？

很高兴参加了公司组织的这次拓展训练遥 八个项目下

来袁真是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跨越遥 既挑战了自己的极限袁更
加强了每个人的团队合作意识袁打造了一个团结尧强大的团

队遥 除此之外袁在训练中教练不止一次的提到一个关键词袁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这个关键词就是野聆听冶遥

在做完野穿越电网冶项目后袁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体会遥
因为任务完成的不太理想袁队友们相继做了反思袁谈了教训

和收获遥教练在做最后总结时袁非常感慨地问我们院野大家觉

得是耶说爷重要袁还是耶听爷重要呢钥冶回答声此起彼伏遥教练严

肃地说院野我讲的很清楚袁 这个项目要求大家 20 分钟内完

成袁并且详细说明了规则遥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钥 一上来你

言我语袁你争我抢袁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遥 没有计划袁分工不

明袁以致最后完成的结果不理想遥 你们没有理解规则袁没有

认真聆听袁所以说袁聆听能力是很重要的浴 冶
教练的一语顿悟梦中人遥 是的袁工作和生活中缺不了沟

通尧交流尧传递袁完成这些环节袁更离不了说和听遥然而袁说者

有意袁听者无心袁我跟你交代了袁你没有听清或听全袁又毫不

在乎袁造成的结果势必就会沟通不畅尧传递变形尧推诿扯皮袁
效率降了袁效果没了袁事情砸了遥 因而袁认真的倾听袁是一种

素质袁一种状态袁既体现了对说者的尊重袁更决定着能否办

成事尧办好事遥
所以袁在沟通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袁请消消气尧醒醒神袁先

别抱怨袁深深的吸一口气袁静静地问自己一声野你真得聆听

了吗钥 冶

前处理车间 孟祥森

6 月 4尧5 日袁 让参加拓展训练的 18 名五鑫人脱

胎换骨尧终生难忘遥 两天的摸爬滚打袁两天的挥汗如

雨袁在忘我中超越自我袁在呐喊中感知收获遥 新鲜活泼

的挑战项目袁激活了每一个人沉睡的智慧袁点燃了每

一个人攻坚克难的激情遥 更重要的是袁在遭遇挫折与

瓶颈的那一刻袁 让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团队力量袁
它迸发的瞬间是多么的美丽和令人感动遥 当从教练手

中接过沉甸甸的结业证时袁相信每一位队员都会从心

中升腾起同样的感受院不虚此行浴
野团队战车冶是拓展训练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

项目遥 18 名队员全部站在两块 3 米长的木板上袁几条

尼龙带便是牵引木板前行的工具遥 用最短的时间袁驾
驶战车到达 20 米远插有队旗的目的地并返回遥

当 18 人试图排队顺向站到木板上时袁 发现根本

站不下遥 随后两人一

组相对才勉强站下遥
出发前袁 队长要求按

口号动作袁 而发出口

号 后 战 车 却 纹 丝 未

动遥 队友们都在用全

身的力量抬腿袁 战车

开 始 有 了 微 微 的 移

动遥 没挪动两米袁战车

就已经多次抛锚遥 大

家早已满身大汗袁尼

龙带甚至都磨断了 2 根袁焦急尧烦躁的情绪蔓延着袁口号混

乱袁杂音不断袁战车蹒跚前行遥 历经 60 分钟的艰苦跋涉袁终
于到达目的地遥 而此时袁大家已精疲力竭袁一想起还要回到

出发点袁都不由自主的打起退堂鼓遥 短暂的休息后袁教练宣

布开始返回袁队友们都硬着头皮袁开始了依然笨拙的动作遥

战车在混乱中蠕动了 10 多分钟后袁 教练厉声说道院
野不允许任何人讲话浴违规扣 10 分袁并且重新走浴冶大
家停住了遥 教练接着说院野原地晃动浴 动了再走浴 冶在
教练的提醒声中整个战车沉寂了袁 所有人共同在原

地晃动袁奇迹发生了袁突然觉得不用力气袁战车在有

节奏的自动前行遥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浴 就这样袁剩下

的大部分路程袁我们仅用几分钟便回到了出发点遥
一个团队袁如何才能发挥它的最大合力钥 我想袁

只有当所有的团队成员统一思想袁 采取科学的策略

和方法袁行动步调一致时袁才会使团队发挥出超乎想

象的尧最大的合力遥
野信任背摔冶让我知道了面对未知的危险尧失控

的局面袁个人的力量无法抗衡袁这时袁团队才是你值

得托付的依靠遥 野跨越断桥冶让每个人克服心理恐惧袁
挑战自我袁迈出了人生

的一大步遥 野空中抓杠冶
告诉我们袁设定目标应

该要跳跳脚够得着袁不
能过高或过低遥 野电网

逃生冶让我们懂得了凡

事都要合理的统筹计

划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

确的事遥 野孤岛求生冶中
的教训就是要学会取

舍袁合理运用野二八冶法
则袁 每天都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去做最重要的百分之二十

的事情遥 当我们搭起人梯尧 齐心协力仅用十五分钟就完成

野海滩逃生冶时袁每个人的激动都无以言表袁大家纵情相拥袁
欢呼雀跃袁这一刻袁我们不仅仅是合格的毕业了袁更重要的

是完成了心灵上洗礼袁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高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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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北京成功使者拓展训练袁在大家的欢声笑

语中很快结束了袁但每一个项目与分享给我们的思索与震

撼却刚刚开始遥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

器械袁 通俗易懂的讲解袁让
经常学习的我们个个激动

不已袁这就是文化与理念的力量遥我们都认为好袁但好在哪

里钥 从中又体悟到什么钥 把我的体会分享给大家院
1尧做任何工作都必须统筹安排袁集思广益袁做出几种

不同方案袁然后大家按计划不折不扣尧全力以赴地去执行遥
2尧相信对方袁相信自己遥 别人能做到的袁你也能做到袁

甚至会做得更好遥 不要让野我不行袁我行吗冶之类的猜忌与

顾虑阻碍自己前行挑战的脚步遥选定目标袁全力以赴袁要想

体验成功的快感与喜悦袁只有接受过程中的磨难与坚持遥
3尧少一点抱怨袁多一分支持袁没有什么不可能袁只要大

家齐心协力袁找准攻关的方

法袁困难就会迎刃而解遥
4尧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

的工作袁合适的场合说合适

的话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个人最大能量袁实现最大价值遥
5尧你为人便袁人为你便遥 当时间设定处于那种特定的

环境中袁真的如同处于逃生的境界中遥 当用臂膀送走了一

个又一个队友时袁除了兴奋袁更多的是感动遥我还有一丝力

气袁还能送走一个人的信念袁让我们又多了几分拼的勇气遥
当自己被队友送上解救墙进入安全地带时袁 除了感动袁更
多的是感恩遥这就是野送人玫瑰袁手留余香冶的真正含义吧遥

喷淋车间 邱辉

六月初袁 公司组织中

层参加了沧州成功使者的

户外拓展训练遥 两天下来袁
我收获巨大袁感触很深遥 简

单的器材袁经典的项目袁深
刻的哲理袁 如同珍珠一般

串到一起袁耀眼夺目遥 通过

拓展训练开阔了视野袁增

长了心智袁 同时让我完成

了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院
登上了 8 米高的断桥和跳

台袁跨越了人生的一大步袁
抓住了看似遥不可及的悬

杠遥 伴随我从小到大的恐

高症竟然消失了遥
不要说是 8 米的高度袁就是老家 3

米的瓦房顶都是我难以企及的袁 刚上

墙头袁就会两腿发软袁眼冒金星袁大汗

淋漓袁天旋地转袁寸步难行袁这种恐惧

我想今生也不会克服袁 因为我始终觉

得它就是我的极限遥
在拓展训练场上袁 看到队友们一

个一个或轻松尧或艰难的完成项目遥 恐

惧尧紧张尧激动以及尝试的冲动纠结在

一起袁冲击着我的大脑袁敲击着我的心

脏遥 挑战还是放弃袁我抉择着袁矛盾着遥
当队友们呐喊着我的名字袁 高声地加

油袁我硬着头皮走到了器材下袁队友们

迅速地帮我穿防护带袁戴安全帽袁进而

一拥而上给我充电袁强烈的电流袁让我

热血沸腾袁不由自主的踏上征程遥 随着

越来越高袁心脏悬到了嗓子眼袁大脑变

得轻飘飘袁动作开始不协调遥 当缓慢地

登上制高点时袁 曾经所有的恐惧症状

全部出现袁感觉崩溃即将到来遥
野怎么办钥 算了吧袁不行了遥 冶心中

唯一的念头就是这些遥 此时此刻袁队友

们的掌声袁加油声袁排山倒海袁震彻天

地遥 自尊心尧自信心尧团队荣誉感瞬间

复苏袁尽管依然战战兢兢袁力不从心袁

可豁出去的念头却油然而生遥 于是袁一
咬牙袁眼望前方袁竭尽余力袁越过了不

可思议的极限袁 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遥
什么是不简单钥 战胜自己就是不

简单遥 我想袁面对困难时的恐惧无疑就

是自己制造的袁自乱阵脚袁得到的结果

只能是失败遥 怀着积极阳光的心态袁坚
持不懈的去努力袁 再大的困难也有融

化的那一天遥
相信自己袁试一试袁跨过去便是一

片海阔天空袁豁然开朗浴

近日袁喷淋车间对欧式门

挂具进行了改进袁使该产品产

量大幅提高遥
喷淋车间喷涂 1 米伊1 米

欧式门时袁原先的挂具上只能

挂一层两件产品袁而喷室纵向

还留有很大空间袁完全可以利

用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喷淋车间

主任邱辉决定从悬挂方式入

手袁对老挂具进行改造袁以增

加其挂件数量袁提高喷涂设备

的使用效率遥 邱主任组织吴

兵尧穆国昕尧赵连民等车间骨

干一起讨论欧式门挂具的改进方案袁
根据产品的特点袁大家各抒己见袁集思

广益遥 经过不断的讨论尧验证袁短短的

三天时间袁野两段式冶悬挂方案确立袁并
成功运用到 1 米伊1 米的欧式门的生

产当中袁 挂件量由原先的两件增加到

现在的四件袁产量提高了一倍遥该挂具

在喷淋车间尧新喷淋车间尧静电车间具

有通用性袁它的改进在提高生产效率尧
减少燃动力消耗的同时袁 也减少了挂

具的浪费现象袁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遥
喷淋车间的挂具改造是近期一线

生产革新的一个亮点袁 值得学习和推

广遥 面对常规袁他们勇于突破曰看到问

题袁他们敢于质疑遥 想到做到袁有思路

和执行力遥 如果每个车间尧部门尧每个

人都能够善于动脑袁勤于动手袁主动向

不合理叫板袁 那么我们的工作定会是

一潭春水袁生机无限浴

两天的拓展训练袁
每一个细节还历历在

目袁参与其中的野充电冶
和愉悦袁信任与鼓励袁收
获与遗憾袁 成为闲暇之余同事间

交流的话题遥 拓展训练虽然结束

了袁但是那些队友之间相互鼓舞尧
相互激励的场面袁 还在我的内心

澎湃和激荡遥
进入拓展训练基地袁 我们没

有见到豪华的器械设备袁 有的只

是普通的场地袁 简单的不能再简

单的道具院极为普通的几根铁丝尧
两块木板袁一块棉布袁三个水泥砌

成的圆柱台袁甚至那面随处可见的水泥墙袁如果不是因为它

们是参加训练的必须品袁我都不会留意它们的存在遥然而这

些极为普通的物品袁 所创造出来的神奇效果和收获却是巨

大的遥让我们不断的联想到那么多的人生哲理袁那么多的价

值理念袁那么多的思维转变袁那么多的方法运用遥 拓展训练

让我真的感受到野点石成金冶所赋予的内涵袁每一项活动中

都蕴含着创新性袁 让我明白了创新有时并不需要多么昂贵

的成本遥
拓展训练从始至终没有脱离一个主题---野团队冶遥 活

动和工作都让我们切身体会到团队的重要性袁 一项艰巨的

任务必须依靠大家的团结协助遥 首先是团队的确立和人员

的分工袁队名尧队旗尧队歌尧队训的产生让我们在活动中有了

明确的方向袁 优秀的团队要靠健全的组织和积极的理念去

打造遥 野信任背摔冶增
强了对团队的信任袁
信任就是多替他人着

想袁 他人就会多替你

着想遥 野生死电网冶考验的是团

队的合作和分工袁 只有将合适

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才能发

挥出巨大的能量袁 还必须借助

团队的力量袁 才能圆满的完成

任务遥 野跨越断桥冶和野飞跃自

我冶 是考验个人心理素质战胜

自我的两个项目袁面对困难袁要
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袁 其实障

碍不一定存在袁 只不过是自己

在心理上故意设置的一种阻力遥 野团队战车冶和野观念更新冶
考验了团队协调作战的能力遥在一个明确的目标下袁充分运

用规则袁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袁用集体的智慧创造出解决问

题的最佳方式方法遥 好的方法更需要每一个队员的规范地

执行袁听从指挥袁服从安排袁有凝聚力才能出战斗力遥执行过

程中注重细节袁完善细节袁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浴 野孤岛逃生冶
让我们明白忙碌中我该去做什么袁 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做

的遥 野毕业墙冶是团队综合能力的集中展现遥 完成一项任务袁
需要智慧袁需要力量袁需要奉献袁更需要精神和信念遥靠一种

知难而进勇往无前的亮剑精神袁靠一种击不倒尧压不垮的不

服输的信念袁让我们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这样的团队

所迸发的能量是无限的袁团队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袁自我

也会在团队的进步中得到锤炼和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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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让我们“点石成金”
总经理助理 韩建华

2011 年 6 月 4 日参加了成功使者在沧州

举行的拓展训练遥 以前从没接触过这种训练袁
感觉既紧张又好奇遥 经过教练介绍才了解它

起源于二战时期袁主要目的是打造意志坚定尧
配合默契的团队遥

拓展训练开始后袁
我们先选出了队长袁
大家又集思广益袁设

计队徽袁 创作队歌和

口号遥 在这个团队中

没有 领 导 与 下 属 之

分袁只有队长和队员遥
两天的拓展训练收获

很多袁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两个项目

的体会遥
一尧野观念刷新冶遥 十八名队员全部站到两米见方的布

上袁在二十分钟要把这块布翻过来袁如果有队员脚触地袁就
要背起一名队友遥 虽然第一次大家进行了沟通袁确定了方

案袁但还是失败了遥 第二次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袁让身体轻的

队友先骑在身体强壮的队员身上袁以便空出更大的空间让

队长翻布遥在这个过程中你拥我抱袁相互支持遥还剩下三名

队友时袁我们的体力透支严重袁但大家没有放弃袁大家都在

咬牙坚持袁相互鼓励袁当最后一名队友成功和我们站在一

起的时候袁所有队员从心底发出欢呼声遥 通过这个项目让

我认识到袁遇到困难不可怕袁只要我们

善于总结袁就能找出解决的方法遥 在面

对各种艰难和挑战时袁 大家要互相关

怀尧鼓励尧包容尧信任袁才能增强团队的

凝聚力遥
二尧求生墙遥 任凭你能力再强袁也不

可能一个人徒手攀上四米高墙遥 开始的

号令一发袁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袁架人梯尧
搭桥架袁 一番协作袁18 人终于越过了求

生墙遥 我们成功了浴 队员们无不欢呼跳跃遥
两天的户外拓展培训结束了袁在回来的路上袁回味着

大家一起度过的每一秒钟袁我们第一次感到彼此是那么的

接近遥大家每一次呼吸袁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相连的遥我

相信今后的团队凝聚力将更加坚固袁更加牢不可摧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