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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履行中国农机院“走出去”发展战略和公司“十二五”规划，拓

展公司在蒙古共和国的业务，余保民总经理带领郝宏伟副总经理和国际业务

部肖维副部长于2014年1月8日赴蒙古进行了4天的公务考察活动，期间与蒙

古工业与农业部、交通部、西乌尔特省和蒙古国立理工大学等高级官员开展

了合作意向与技术讨论。

　　1月8日，团队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与郭勒莫特银行董事TEMUUN先

生举行了合作意向交流。余保民总经理介绍了公司历史、专长领域和实力等

内容；TEMUUN先生介绍了政府交通规划的铁路项目、公路项目等，重点推荐

了苏克巴特市1500套安居住宅项目、苏克巴特市与乌兰巴托市300公里公路

项目、省边境贸易口岸项目。最终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加快推动项目下

步开发工作。

　　1月9日中午，拜访道路交通部计划协调司司长RENTSENDORJ先生。余保

民总经理首先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和专长领域，RENTSENDORJ先生介绍蒙古

国道路交通规划、紧迫项目信息。建议我方和地方省讨论项目细节。

　　同日下午，代表团拜访蒙古国工业与农业部部长BATTULGA先生，双方进

行了友好沟通，BATTULGA先生建议在交通领域内加强合作。

　　1月10日上午，拜访乌兰巴托市主管城市发展和投资的副市长OCHIRBAT

先生。余保民总经理表达公司参与当地基建项目的强烈意愿和专长领域。市

长先生介绍了城市建设基本情况，请求我方协助乌兰巴托市和北京市早日成

为友好城市。

　　1月10日中午，与

西乌尔特省省长举行

了友好会谈。余保民

总经理介绍了两国的

友好关系、本次考察

内容等，同时介绍了

公司历史、专长领域

等。省长介绍该省的

地理位置、经济收入

和主要支柱产业等。

建议我方首先开展当

地保障房项目。

　　同日下午，拜

访了蒙古国立理工

大学校长BAATAR。余

保民总经理介绍了本

次考察的收获和参与

学校建设的强烈意

愿。校长表达了与公

司进行业务合作和

“校企”联合发展的

想法。之后与理工大

学土木工程与建筑系

举行了业务交流，其

中校方重点介绍了教

学楼项目，面积1万

平方米，造价800万

美元。之后介绍了大

学教职员工住宅楼项

目。

　　代表团圆满完成

了出访前预定的所有

任务。为我院尽快在

蒙古开展业务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公司赴蒙古出访考察团圆满完成任务 　　2014年1月14日至1月19日，河南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在郑州市省人民会堂

隆重举行。公司党委书记王统建作为科技界委员参加大会。

　　会议听取了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谢伏瞻的省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通过

了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

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

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一

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政治决议。共有813名委

员出席大会。

　　王统建委员向大会提

交的利用最新TWR技术《对

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全资源

化处理解决方案的提案》

和《关于修改在郑州设立

分支机构工商登记时经营

范围问题的提案》受到关

注，推荐为与李克常务副

省长等省领导交流、汇报

提案。       (王统建）

　　2月14—15日, 工程管理公司在北京总

部会议室召开了工作交流会，会议由工程管

理公司经理杜强主持。公司总经理余保民，

党委书记王统建书记，副总经理胡淮滨、郝

宏伟、侯健、李振峰，工程经营管理部部长

李刚，综合管理部部长邢凯参加了会议。工

程管理公司的领导、项目部经理、项目负责

人、注册人员、高工及在京的全体人员24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余保民总经理做了“面对改革迎

挑战，实现转型促发展”，王统建书记做了

“党的建设与党委工作”，胡淮滨副总做了

“节能与绿色建筑”，侯建副总做了“角色

定位与细节管理”，李振峰副总做了“成本

控制”，李刚部长做了“安全知识培训”的

专题讲座。各位领导的发言，为工程管理公

司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促

进工程管理公司的健康、快速发展。工程管

理公司的领导、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及部

分专业骨干介绍了各自项目部的情况和新的

一年的工作计划，并针对在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交流讨论。

　　会议期间，工程管理公司经理杜强宣读

了对2013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表彰决

定。优秀项目部：贵州项目部；先进个人：

徐玉柱、葛超群、陈军营。并为受表彰部门

和个人颁发的证书和奖金。同时为鼓励员工

考取注册师的积极性，提高自身价值，工作

能力，增强工程管理公司的实力和竞争力。

从2013年起工程管理公司对取得国家注册师

的员工给予1000元的奖励。2013年奖励的为

一级建造师：侯海江、赵华；注册监理工程

师：刘安民、丁星。

　　工程管理公司经理杜强在会上介绍了公

司2013年的生产经营、收入支出情况，公司

的机构设置及分工管理，2014年的收入目标

及工作安排。强调各项目部要加强成本控

制，大胆管理、严格要求、加强沟通，把各

自的工作做好，工程项目管理好。副总经理

郝宏伟在做总结发言时，肯定了工程管理公

司2013年的工作，对2014年的工作提出了

要求。工程管理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要勇于创新，要把安全工作

放在首位，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

习，尽快把工程管理公司做大做

强，为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做出

贡献。

　　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通过此次工作交流会，大家对工

程管理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在公司的领导下，一定努力

工作，圆满完成工程管理公司的

各项目标。   （田建军）

公司工程管理公司工作交流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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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选择，就是你的世界；你的世界，

就是你的选择。人生充满选择，所以人生充

满变数。关键的选择决定一生，细小的选择

影响心情。不要抱怨，抱怨就是一种选择；

要努力改变，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过去的选

择造就了现在，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无论

怎样，学会积极吸收正能量，这是关乎一生

的选择。

　　在做人上，精明不敌气度；在做事上，

速度不敌精度；在交友上，较真不敌大度；

在赚钱上，无度不敌适度；在工作上，能力

不敌态度；在知识上，广博不敌深度；在思

想上，敏锐不敌高度；在成事上，才华不敌

韧度；在气质上，外貌不敌风度；祝做事有

度，欢笑无数！

　　心静了，才能听见自己的心声，心清

了，才能照见万物的本性。不甘放下的，往

往不是值得珍惜的，苦苦追逐的，往往不是

生命需要。人生的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所

以我们要学会，停下来笑看风云，坐下来静

赏花开，沉下来平静如海，定下来静观自

在。心境平静无澜，万物自然得映，心灵静

极而定，刹那便是永恒。

　　【挚友三品】一如粥。粥之一品，暖身

暖心。不戚戚于贫贱，不济济于富贵，在你

失意时，灰心时给予帮助与觉悟；二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热烈，不张扬，默默相

伴，若即若离亦不弃；三如茶。茶之一味，

清雅，高洁。如茶之友能陶冶你，提升你，

彼此缘于品，敬于德，惺惺相惜，无须言语

亦能相知相融。

　　一把陈壶，装上二月的新绿，岁月的炉

火，烹煮云水生涯，日子在茶中，过得波澜

不惊。桃花酿酒，春水煎茶，多么诗意，多

么风雅。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我人生的杯

盏里，淌着的永远是一杯无味的白水。

　　世间本无如来，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

无。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

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

缘；一念一清净，心是莲花开。佛，无处

有，佛，又无处不在。心中若有美，处处莲

花开。水不洗水，尘不染尘。

　　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

就像水清则无鱼。人生有一点点甜，也有

一点点苦，有一点点好，也有一点点坏，有

一点点希望，也有一点点无奈，生活才会更

生动、更美好、更韵味悠长。再好的人也不

会十全十美，再美好的爱情也不可能纤尘不

染，你若试着包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

像你以为的那样糟糕。

　　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心情不是人生

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

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

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

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

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控制好心情，生活才

会处处祥和。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好心情

塑造最出色的你。

    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

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象一道光，除了让

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

人身上。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

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的过自

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

伤，岁月无恙。

    很多人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都会在

在心里留下阴影。实际上，与其为失去的

而懊恼，不如正视现实，换一个角度去想问

题：也许你失去的，正是他人应该得到的。

有时，失去不一定是忧伤，而是成为一种美

丽。失去不一定是损失，也可能是奉献。只

要我们抱着这样积极乐观的心态，失去也会

变的有意义、有价值！

　　【受用一生的智慧】

1.一个人虽然可以选择许多路，但不能同时

走两条路。

2.一步登不上高山，但一步不慎，却能从悬

崖上掉下来。

3.向昨天要经验，向今天要成果，向明天要

动力。

4.宁肯与好人一起咽糟糠，也不能与坏人一

起吃筵席。

5.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刻着两个

字“起点”。       （余保民推荐）

水不洗水  尘不染尘

　　现在想想，当年并不是我们运气好，而是杨老师在

包饺子和盛饺子时分别都做了“手脚”，大家才每人都

吃到了“运气饺”，杨老师把满心的期盼和祝福都送给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健康快乐成长，希望我们将来有所

作为。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有一次一位同事生病需

要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惦记她，决定去探望

并给她一个惊喜，我们买好慰问品还有菜和肉，大家

决定陪她聊天包饺子。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别

说这一屋子女人了。大家各有各的绝招，各有各的特

色，小韩擅长

调饺子馅儿，

只见她在肉馅

儿 里 加 入 葱

花，姜末，五

香粉，味精，

盐，酱油，料

酒之类的，肉

入味儿后，再

加少量水朝一

个方向“打肉

馅儿”，闻起来香飘满屋，垂涎欲滴；小张擅长擀饺子

皮，只见她擀的饺子皮中间略厚周边较薄，一个个圆的

像十五的月亮；我比较擅长包饺子，元宝饺、月牙饺、

麦穗饺，形状各异，栩栩如生；小黄擅长煮饺子，饺子

开水下锅后，将漏勺反过来凸面朝上顺着锅一个方向划

圆弧状，以防饺子粘连，煮至饺子浮上水面，用冷水点

三次锅，煮熟的饺子一个个白胖胖、圆鼓鼓煞是好看。

饺子端上饭桌，大家开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互相称

赞皮薄、馅儿香、形状好看、没有破皮，那位患病同事

精神特别好，不但和我们一起包饺子，一起欢笑，而且

还吃了一大碗饺子……

　　尽管现在当年的同事都各奔东西，但大家仍然不时

联络走动，再相逢谈起当时包饺子的情形依然兴奋不

已。

　　现在，步入中年的我，又有了更多的重任。今年中

秋节是在外甥、外甥媳妇家度过的，刚好侄儿、侄儿媳

妇也赶过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过了一个中秋节。在我

们准备回程的前一天，我和老公打算给大家包饺子吃，

人们常说：出门饺子进门面，出门吃饺子有平安团圆的

意思。外甥媳妇和侄儿媳妇是地道的南方人，如果学会

了包饺子，那应该也不愧“北方人的媳妇”这个称谓

了。说干就干，不一会功夫，面和饺子馅儿就搞定了，

外甥和侄儿是擀饺子皮的高手，他们负责擀皮，我和老

公负责教外甥媳妇和侄儿媳妇包饺子。要说现在年轻人

真是聪明，没用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基本要领，还能自由

发挥，两人不时展示自己的杰出成果，引来了大家的好

评。趁此当空，我赶忙介绍今天两种饺子馅儿的寓意：

白菜陷表示百样之财，希望他们这两对年轻人白头到

老、快乐幸福；韭菜馅表示久财，希望他们天长地久、

健 康 和

睦，都是

对他们的

美 好 祝

愿。四个

年轻人互

相对视而

笑，说：

那我们要

多 吃 几

个，一定不辜负长辈的期望。和几个年轻人在一起，那

次饺子吃的特别香，气氛也特别热烈。

　　饺子好吃，其实无论是肉饺子、素饺子，还是蒸饺

子、煎饺子，人们吃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氛围，一种对

未来美好的期盼。新春佳节阖家团聚的美好时刻，让我

们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饺子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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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红珍

组 诗
　　　   雷锋 回来吧

英雄时代辉光耀，举国上下扬新貌，

老少都在学雷锋，大江南北育新人。

中华美德魂犹在，齐慕人间容颜改，

私心有了自知羞，摒弃私字品行优。

始前号角冲天响，雷峰精神作导航，

英雄无畏春常妍，民生欣喜尽欢颜。

东风劲舞阳光灿，正气歌声都如愿，

举国同心献衷情，丰碑不朽世代传。

      四季花香
梅花香自苦寒来，满院飘香似春在，

常有游人来观赏，盛赞梅花迎寒开。

迎春花枝绿细长，黄花朵朵枝上镶，

花开之时在早春，花落之后绿叶长。

牡丹花都在洛阳，清明节后吐芬芳，

品种多来艳色靓，四季都有鲜花尝。

八月里来桂花香，花束有白还有黄，

束束镶在枝叶中，满园飘香精神爽。

月季开花时间长，谷雨前后到霜降；

姿美色艳品种多，浓香清香甜味香。

菊花迎着寒露开，花形千奇清香在，

红黄橙色青绿紫，风舞彩虹迎客来

　　　　　  迎 春 
春风轻吹定残冬，大地冰雪在消融。

院中垂柳迎细雨，红梅谢幕雷声动。

山林大地绿绒绒，水映斜楼读荷红。

中华东西南北中，国泰民安求繁荣。

　        雪  景
六角霏微点瑞工，天然玉琢雪玲珑，

瑶花酝酿成艳色，依约栖尘漾软红。

飞入梅林痕始淡，舞动梨树细芽浓，

清寒入水影无踪，玉树分明映月中。

粉蝶玉娥满天飞，舞到梅梢片片斜，

万物上面盖雪被，银装素裹树枝垂。

鹅毛银海眩瑶光，落叶垂柳随风荡，

瑞雪舞落山头上，桃树下方叶堆黄，

雪浮珠露三分艳，雪伴寒梅溢清香，

照眼明空难细认，白沙淡月两茫茫。

脚踏瑞雪吱吱响，雪深半尺留鞋样，

雪压小麦三次被，夏季枕着馍头睡。

（肖  维）

●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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