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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最最可爱的人。
善良，勇敢，坚强，无私。
作为母亲，她们有最博大的胸
襟，可以包容一切，包容而不
纵容。
她们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阴 长江紧固件 马海宁
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写下最
最优美的一笔，
勾勒了最美的
如烟似水，似水流连，女
似 水
人如花，
女人亦如水。
温柔，贤淑，典雅，干练。 蓝图。
她们是那么慈祥，和蔼，
如 烟
女人似水。
女人如烟，如烟之飘渺，
为人妻，她们如琉璃般透 可亲，她们又是那么的无私，
无怨无悔的奉献着，奉献着
烟之无法挽留。从婴儿到童年 明，毫无保留。
所有。
到少年，如此简单，亦或如此
为人妻，她们学会了洗衣 爱，青春，
为人母，
她们无比幸福。
短暂。简单却不失多彩绚烂， 做饭，学会了等待，学会了理
女人似水，似水如烟，
也
短暂却也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解与包容。
也
我们单纯而不愚蠢，我们直白
为人妻，她们不是待在 许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
女
而不虚伪造作，我们轻狂，我 家 做 全 职 太 太 等 着 丈 夫 赚 许有些事情是可以纪念的，
们肆无忌惮。因为为人女，因 钱 养 活 自 己 而 是 步 入 社 会 人的奉献与伟大是我们永远
是值得我们永远
为有家有父母如此巨大安稳 打 拼 自 己 的 事 业 与 丈 夫 共 无法忘记的，
纪念的。
的港湾。在他们的怀抱里我们 同分 担。
愿所有的女人节日快乐，
是如此的坦然。
为人妻，她们倍感自豪。
幸福永远！
为人女，我们无限幸福。
可亲可敬

巾帼之魂

要记安徽长江紧固件女员工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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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的
“是是非非”
阴 上海精锐

钟国霞

三月，阳光明媚；三月，万物复苏；三月，是 “三八”，心里滋味实在不好受，前些日子在网
女人的世界，姹紫嫣红，
婀娜多姿……三月，
还 上看到一篇题为《3739 招谁了？》的文章，
令人
多了个国际妇女节！
啼笑皆非，个中滋味大家细品吧！
历史上的“三八”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为
3739 招谁了钥
争取和平、争取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妇女解
你说妇女节什么时候过不好？非选
“三八”
放而斗争的伟大节日，而今似乎和传统节日 这天呢？或者损人什么不好，干嘛搭上这两个
一样流于形式。然而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国际 字呢？这几天，做保险的夏瑜心情不好，
就跟这
性的节日，男人们似乎觉得女人已经非常幸福 个数字有关，而且她决定把这个节日从日历里
了，已经有了足够的地位和权力，甚至感觉妇 删除。
女已经是很大半边天，想出要过男人节的想
因为这两年收入颇好，
她和老公一商量就
法。殊不知，大多数的节日都是为弱者而设立 买了一部车，更让她开心的是，
拍牌那天，
她居
的，每到节日那天大家都过分地关注，节后就 然以最低价中标，夫妻俩为此晚上还特意庆祝
恢复旧貌。
了一番。之后摇的牌照号码虽不是很吉利，可
妇女节，顾名思义，就是妇女同胞们的节 3739 怎么看，也没什么不好呀，可现在她真恨
日。可是何谓妇女？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问了 这个号码。
身边很多人，基本观点出奇一致：已经历过生
那天，她开车去办事，由于不是很熟练，
在
育，看起来微微发福，穿着也比较落伍和邋遢 停车的时候，先是进出口不分，
之后又在打卡
的大妈级人物。那于目前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处耽搁了很久，把停车点搞得很乱，后面排队
和女中学生更是八杆子打不着。遥想当年，为 的人显得很不耐烦。当她把车窗摇下来准备说
了庆祝这个所谓的节日，女同学们不是激情洋 声对不起的时候，后面人的声音已经传了过
溢地站在演讲台上高呼“巾帼不让须眉”，就是 来：
“我就说嘛，3739，38 哪去了，原来 38 坐在
大汗淋漓地参加万米长跑……如果妇女的定 车里。”
义是那样，那我们不是过错了节日？新时期的
回到家，她委屈地诉说了今天的遭遇，
谁
女性正自强自立，厨房厅堂也面面兼顾，这个 知她那个大大咧咧的老公竟然不怒反笑：
“还
没有多大实质意义的节日似乎不过也罢！
好，还好，如果拍个 5438 那才搞笑呢？”
然后又
可是想想在发生纠纷过程中被异性骂作 大笑不已。

重聚

深感现在电视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越来
越高的精神需求了。在漫不经心地浏览完
奥运频道的体育新闻后，我正准备关掉电
视机，
这时，
一部温馨明快的奥运宣传片使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阴 技术中心 李明强
故事很简单：在一名女公交车司机的
发起下，曾是同学而近况迥异的一群人重
新聚集在了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师周围。奥 情。本片题为《重聚》，是“国际五大导演拍 一个形象，大可以找一套随处可得的普通
运大背景下变化的环境与不变的真情，都 北京”系列宣传片中的一部，出自曾执导 劳保服甚或是西服让他穿在身上。绝大大
凝聚在了新老两张照片中。
《天堂电影院》、
《海上钢琴师》 等巨作的新 多数人是无法对此持有异议的，就算有人
然而最让我欣喜乃至兴奋的不是这部 写实主义大师吉赛贝·托纳多雷的手笔。这 觉得这位工程师穿着西服不符合当时的情
宣传片本身，而是从片中发现的“精工元 位可敬的意大利人在拍摄本片前，显然是 况，也会被“做大事者不拘小节”等等言论
素”
，片中其中一位角色身份是
“鸟巢”驻场 作了调查的，而且在找到“鸟巢”的建造者 轻易驳回。
工程师，镜头缓缓拉近，工程师身着精工的 后将他们的工作服作为道具之一，再现了
大师便是大师，按“习惯”、
“ 常理”出牌
工作服，
左胸处赫然就是精工的红标黄字。 “鸟巢”建造过程中的一幕。
的人是不会成为大师的。看过托纳多雷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四处搜索关于
严谨若斯让人既感且佩。按“习惯”或 多部影片，描写细节上的传神可谓是他电
这部片子的信息，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 是“常理”
，他要塑造奥运场馆工程师这样 影的一大特色。在他的电影中，一个个有血

奥运宣传片《重聚》有感

优秀通讯员、优秀通讯站评选揭晓
一年来，各事业部、
子（分）公司、广大读者、员工朋友们对《精工钢构
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根据各位《精工钢构报》通讯员 2007 年度的投
稿数量和质量，
同时充分考虑支持配合编辑部各项工作的具体情况，
在 41
名通讯员中评选出了 10 名优秀通讯员及优秀通讯站。由于评奖名额所限，
很多同样支持我们工作的事业部、
子（分）公司、部门的通讯员未能获奖，
在
此对你们的辛勤付出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优秀通讯员院轻钢浙江公司徐利君、海外部寿国柱、墙煌建材张君、华
中事业部孙晓朋、人力资源部谢吉、
浙江绿筑吕锋、
重钢制造公司宋林、
集
团财务部吴士文、
集团技术中心高小勤、
安徽分公司邢志刚；
优秀通讯站院重钢制造公司、
轻钢浙江公司、
信息管理部、
技术中心、
行
政事务部、
海外部、
华中事业部、
华南事业部、
墙煌建材、
精工世纪；

2008 年度《精工钢构报》通讯员
总裁办院俞琳琳、
徐 超
证券投资部院张姗姗
行政事务部院张 演
运营管理信息中心院李增产
上海办公区院钱 琳
重钢事业部院宋 林
安徽事业部院李千红
华中事业部院孙晓朋
墙煌建材院张 君
北京三杰院段红霞
精工世纪院严芳萍
上海绿筑院朱 峰
长江紧固件院马海宁
皖西宾馆院王 静

总师办院胡向萍
人力资源部院谢 吉
技术中心院李明强
财务线院吴士文
上海事业部院寿国柱
轻钢事业部院徐利君、
王立千
华南事业部院田琦耘、
丁桔琼
上海美建院祝贞明
浙江绿筑院吕 锋
城建精工院刘 星
精工置业院应楠峰
长江农机院张咏梅
上海精锐院钟国霞

3 月 7 日下午，电子教育学校体育馆内，一场由
绿筑房产组织的与合作单位的篮球友谊赛，在丰富
了职工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交流沟通平台。
尽管是友谊赛，
但在球场上，
大家都很好地展现
了各自的拼劲和团队意识。绿筑房产代表队与浙江
中和设计院代表队之间的比赛，
可谓一波三折，
扣人
心弦。比赛一开始，
绿筑房产队就表现出了良好的状
态及火热的手感，
连续投篮命中，
很快将比分拉大到
两位数，
随后浙江中和队派上新生力量，
并由两个高
大中锋加强篮下控制，
绿筑房产仍为首发球员，
随着
体力下降，得分效率明显偏低，对手乘机将比分迫
近、追上并逐渐拉开差距，但所有球员仍坚持比赛，
尤其是 23 号选手何益丰，始终每分必争，将比分紧
紧咬住，
这时，
绿筑房产两名生力军在篮下展现了强
大威力，其他球员也越战越勇，得分、抢篮板，再得
分，场上形势逆转，
最终，
绿筑房产以 110-108 最后
时刻险胜对手。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更是一场感情交流
的比赛，赛后，大家都很开心，并表示今后将多开展
此类篮球赛，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加强彼此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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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在历史上的 3 月 8 日这一天出现很多追求
平等和女权的事件：1857 年 3 月 8 日，美国纽约
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抗议，反对非人道的工作
环境。1908 年 3 月 8 日，1500 名妇女在纽约市游
行，她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
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1917 年，
俄
国妇女号召在 2 月 23 日罢工要求“面包与和
平”
，
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食物短缺。这天依据
俄国使用的儒略历是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而
欧洲广泛使用的格里高历是 3 月 8 日，所以，联
合国也从 1975 年开始把 3 月 8 日定为国际妇女
节，
而我国早在 1949 已作出决定，将 3 月 8 日定
安
为妇女节。
徽
这个节日是争取女权和追求平等的纪念和
事
业
宣传。纪念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补偿，因为存在
部
缺陷，
做得不足，
才想到补偿。对于三八节从纪念
角度上讲，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恩赐，一种安慰
李
—承认男女
千
般的馈赠。倒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红
不平等的味道。性别歧视到底不能靠一天的纪念
来解决。如果我们平时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彼
此，平时多加尊重女性，不比单靠一天的纪念来
得可贵么？但从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来说，组织庆
祝活动是为了继续宣传、宣扬男女平等和维护女
权的思想。
安徽事业部决定在 3 月 8 日这天组织女同
事去寿县参观游览古城墙和八公山国家森林公
园，但由于工作缘故，仍有部分女同胞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像原材料库的黄承凤，她原是轻一车
间的一名统计员，被大家称为“标兵”，是大家的
老师，
公司新来的统计员都向她请教。后来，原材
料库管理总是不到位，工厂领导最先想到了她，让她来管理原材料
库。半个月后，
原材料库的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很大改观。她这一干
就是三年，每年的
“三八”
、
“五一”、
“ 十一”等节假日，她都放弃休息，
坚守岗位。同样，
重钢工厂的拼装工段、轻二门焊线、AMADA 线的女
同胞门，我们无不为她们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倍感钦佩，还有那些可
爱可敬的妻子们，
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没有工作，专职服务于家庭和丈
夫，
为的是能让丈夫能更好地工作，她们同样为公司和国家建设做出
了贡献。
社会上的每份工作都要有人做，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在为社会
作贡献。今天已经有很多女性超过男性，甚至在个别领域做的比男性
更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母系氏族的社会远长于男性主导的社会。
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
总有一天，会像丁玲寄望的那样，
“‘妇女’这两
个字，
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人们不
再特别提起三八节。

2007 年度《精工钢构报》

有肉的人物宛在身前，一架旧琴、一张信笺
也能感人至深。他在电影界的成功无疑与
他注重细节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功夫源于
细节的积累！此言不虚。
成功者往往是注重细节的人。密斯·
凡·德罗是 20 世纪四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
一，在被要求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来描述他
成功的原因时，他只说了几个字：魔鬼在细
节。他反复强调，不管你的建筑设计方案如
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
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细节的准确、
生动
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会
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
电影名导、建筑大师如是说，如是做。
我想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更加注
重细节一些，养成严谨的做事习惯，
或许可
以缩短一些与成功者的距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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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让我们心醉！
要记精工轻钢深化之快乐平水行
要要
阴 轻钢事业部

褪去一身厚厚的冬装，邀上同事，愉快地平水之
行开始了……
拉下车窗，
顿时和煦的春风夹杂着淡淡的野花謦
香从我耳际拂过，
像极了小时候妈妈温和的双手。此
刻的心情也如窗外的春色一样绿意昂然。突然间想到
杜甫的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
睡鸳鸯。”
虽然这一路上没有见着衔泥飞燕和静睡鸳
鸯，
但沿途这一片醉人的绿，确也招人喜爱，能感受出
它独有的别致。山路缠绵蜿蜒，
远远望去，我们仿佛驰
骋在下凡仙女信手舞动的飘带上，显得格外渺小！
大 约 20 分 钟的 车 程， 我 们 终 于 到 达 了 目 的
—平水。周围空旷的山野似乎也因为我们的到来
地——
而变得不甘心再继续沉寂，
仿佛想要尽情地展示自己
的妩媚。
哇！好一片山水环抱的世界。那山，青得深沉，厚
实而稳健；那水，绿得温润，可爱而纯粹；那山水一色
的景致，
宛如一对热恋的情人，显得那样缠绵，婉约而
令人心醉！这时，
不知是谁捡起一块薄石片，熟练地向
湖面飞贴过去，之间那石片刚与水面“亲吻”即刻又被
迅速弹起，
飞向更远处，
哇噻！那水平绝对专业。
“大家动作快点，我们三个垒灶，你们几个到上面
捡柴，
剩下的女生们可以帮忙来洗菜了。”只听得大厨
“开工令”
一下，大家都各自忙开了……
“帅哥，帮忙把那块石头搬过来，当心点别砸到脚
了。”
“噢！同志们，
这边干柴很少，
快点多上来几个。”
“这灶台搭得不错嘛，
哥儿们，有两下子嘛！”

< 英语会话 >

章雪丽

不一会儿，大家便干的热火朝天，不亦乐乎，真是
人多力量大啊！招呼声、吆喝声、嬉闹声……此起彼伏
回旋在山涧上空。等一切就绪后，炊烟袅袅又逐渐缭绕
开了，嘿嘿，开始烧菜了！之间我们的大厨，手掌大勺，
一会儿翻炒，一会儿颠锅，忙碌中不失慌张，真可谓是
有条不紊、
运筹帷幄呀。再看看边上洗菜和添柴旺火的
帮手们也是各个忙的满头大汗，功劳自然也不小！
临近晌午，菜儿们都被陆续地端上了“桌”
。嘿嘿，
让偶来瞧瞧！最抢风头的要算那盘番茄吵蛋，
黄澄澄的
蛋儿挨着色泽鲜亮的西红柿，
熟而不烂，营养也很丰富
哦，一看就让人来食欲！再看那碗红烧肉，咦？还没开饭
呢，怎么就只剩下半碗肉啦！汗颜！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它的味道绝对地道吗？还有我最喜爱的油焖笋嘞，哼
哼，注意你好久啦，光是闻着香味我就敢说味道肯定
棒！还有诱人的酱爆茄子，
炒小辣椒，凤爪……哈哈，最
后一个酸菜鱼也出锅啦！这么多好吃的菜，还愣着干什
么，大家赶紧动筷子呀！
手举美酒，面对着如此静谧，镌秀的山间风光，犹
如在画中走般，生活在其间，怎一个醉字了得啊！难怪
陶渊明会写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 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
的千古佳句。
夕阳温情地将余辉洒满了湖面，
一阵晚风过后，使
原本波平如镜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好似碎了的金片，
漾起阵阵光芒，显得格外耀眼！夕阳西下又怎能催促我
加快回家的脚步，树儿们在微风中婆娑着，告诉我，你
们是在笑我“傻”吗？聪明的你，是否能猜得到我放不下
的原来是那一抹醉人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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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t is quite a large chance for your
company to go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in this project.
A:在这个项目上你们可以和国际型大
公司合作袁 对你们来说也是个很好的
机遇遥
B: I believe so. However, it would
be also challenge to us, because we
are new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Many barriers will be there for our
product as well as our technology.
B: 我相信是这样的遥 但是这对我们来
说也是个大挑战袁 因为我们毕竟在国
际市场上还属于新角色袁 必定在产品
和技术上会存在很多障碍遥
A: Right. Therefore, we may first
carry out a feasibility survey before
entering a new market.
A: 对袁 所以在进入一个新市场之前袁
需要做一个可行性调查遥
B: Can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so
that we could do accordingly.
B: 你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钥 那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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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的时候也更具针对性遥
A: For example, what are their do鄄
mestic norm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xporters engaging selling their
products to outside.
A: 比如说他们的国家标准是什么钥 这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遥
B: Correct. The Norms varies the
products quality level has to be
changed also. And some their habits
needs attentions too.
B: 对袁标准不一样袁产品的质量等级也
应有变化袁还有他们国家的一些习俗我
们也应注意遥
A: I can give an example: a company
which is dealing with the handker鄄
chiefs in China and they named their
handkerchiefs 野Fang Fang冶, in Chinese,
the name is quite pleasant meaning
that the handkerchiefs are very nice
and fragrant.
A: 我可以举个实例袁 中国有一家从事
手巾的企业袁将其产品命名为野芳芳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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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中袁芳芳的取意非常好袁表示美
好和芳香遥
B: Yes, so what is the problem钥
B: 没错啊袁那有什么问题钥
A: While they export their products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their prod鄄
ucts were totally failure.
A: 当他们将他们的产品出口到英语国
家的时候袁他们的产品遭遇了非常大的
失败遥
B: Ah. I remember, in English, 野Fang冶
means poisonous tooth which mainly
refers to snakes.
B: 啊浴浴 我记起来了袁在英语中袁野Fang冶
的意思是指毒牙袁尤其指蛇的毒牙遥
A: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y their
products failed.
A: 所以你知道他们的产品为什么失败
了吧浴
B: I understand, Thank you.
B: 我懂了袁谢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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