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山比赛团体总分第七名

四〇九队荣获团体第七名

男子篮球项目获得第四名

气排球项目获得第四名

本报讯 11 月 20 日晚，省局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圆满落幕 ,我队以总分 66分的成绩获得团体第七名

的佳绩。在闭幕式颁奖晚会上，局党组书记、局长

叶爱斌为我队颁发团体奖，副队长申志刚代表我队

上台领奖。

本届运动会我队共派出了 79名运动员，参与

篮球、混合气排球、门球、象棋、登山、乒乓球、羽

毛球、田径、拔河等 9 个大项 33 个小项目的比

赛。从 11 月 18 日开始，全局 22 支代表队，共

1796 名运动员展开了为期 3 天的激烈角逐，6 个

集体项目和 30 个个人项目冠军花落各家。团体

项目中，我队获得乒乓球团体总分第三名、男子

篮球第四名、混合气排球第四名、田径团体第五

名、登山团体总分第七名的佳绩。

田径赛场上，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取得了骄

人战绩。谢敏夺得男子铅球冠军；伍静霞荣获女

子铅球第二名；孙礼仁、曾圣富、欧阳鑫、蔡海涛

荣获男子 4×400 米第二名；唐亚宾、王超文、戚

倩、李桂珍荣获 4×400 米第四名；孙礼仁、曾圣

富、余俊、何必西荣获男子 4×100 米第五名；唐军

荣获男子甲组 5000米第七名；戚倩荣获女子跳远

第八名。

每一场比赛，我队运动员们都保持着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队友之间密切配合、

相互鼓劲、并肩作战；与对手既做到全力拼搏，又

保持包容的友谊之心，赛场上无意的摩擦碰撞都

主动握手致意。赛场外，我队啦啦队员们声嘶力

竭的呐喊声、加油声响彻场内外；摄影、后勤等工

作人员跑前跑后，尽最大的力量做好保障服务。

三天的比赛中，队长廖凤初、党委书记蒋佑民、纪

委书记王书华、副队长申志刚全程参与，辗转于

各个赛场，给运动员加油鼓劲。赛场内外，409人

拧成一股绳，充分展示了团结的巨大力量。

荣誉来之不易，奖杯和证书，凝结着 409人团

结拼搏和奋进争先的作风和智慧。从参加运动

会初赛到决赛，队党委、行政都高度重视，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对每个项目都做到认

真组队、精心策划，全方位保障日常训练。队长

廖凤初、党委书记蒋佑民多次在训练和比赛现场

给运动员们加油打气，激发了运动员们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的热情，为本届运动会取得好成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以来，我队着力实施和谐建设兴队

战略，重视地勘文化建设，大力倡导“热爱运动、

珍惜生命、健康工作、幸福生活”的运动理念，每

年的“五一”、国庆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在 2013年的局首届职工运动会上，我队获得团体

三等奖的好成绩，是我队物质和精神文明快速提

升的集中体现，为我队的持续稳健发展凝聚了力

量，“十二五”成为队发展史上找矿成果最多、经

济发展最快、民生和基地建设改善最大、干群关

系最亲的时期，也为我队参加本届职工运动会打

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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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廖凤初到门球赛现场看望离退休运动员

气排球庆祝胜利

队友赛道迎接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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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集团生产的ZY便携

式取样钻机是专门为野外矿

物考察、油田勘测、地质普查、

水利廊道施工、铁（公）路线路

勘测、地质灾害锚固工程、农

业土壤取样等行业量身打造

的。主要使用于崇山峻岭，交

通不便，水资源缺乏地区，可

替代传统的槽探，井探开挖，

物化探异常特征，而且能大量

减少植被的破坏，保护生态环

境。是区域地质填图，物化探

取样，古地磁取样，地质灾害

预防等浅层地质勘察工作中

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

主要应用领域：

物化探取样，区域地质填图。

矿山矿脉探查，矿藏品位评估。

岩土工程检测，各种爆破钻孔。

主要技术参数：

最大钻孔直径 40mm
最大钻孔深度 25m
取芯范围 16~20.5mm
工作最高转速 1200r/min
动力 1.5kw

“状元”牌ZY便携式取样钻机

状元ZY便携式取样钻机进尺达20米左右

祝愿409队明天更美好

气排球队队员赛后分享喜悦

省局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圆满落幕省局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圆满落幕
四四○○九代表队载誉凯旋九代表队载誉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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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登山比赛是此次职工运动

会最大的集体项目，比赛于 11月 18日

下午在岳麓山举行。我队共有 30人参

赛，并荣获登山比赛团体总分第 7名。

其中，乐立成荣获男子甲组第 7名，李

桂珍荣获女子甲组第 7名，唐军获得男

子甲组第 11名、向明荣获男子甲组第

19名。

来自全局的22支代表队约660位选

手参加了此次登山比赛。比赛分为男子

乙组、男子甲组、女子乙组、女子甲组四

个大组进行。比赛中我队运动员奋力拼

搏，尽最大努力坚持登顶。我队没有参

加登山比赛项目的运动员们自告奋勇做

啦啦队员和后勤人员，呐喊加油的同时

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党政办）

我队荣获登山比赛团体第七名

本报讯 混合气排球是省局本届

职工运动会的新增项目，我队气排球

队于今年 9月组建。在预赛中以小组

冠军的成绩进入决赛，最终在此次运

动会上取得混合气排球比赛第 4名的

好成绩。

在平日里，气排球队借用未装修完

毕的厂房进行紧张而辛苦的训练。在

赛场上，队员们发挥平日所学，努力把

握每一次得分机会。在赛场下，每一次

得分队友齐齐加油呐喊助威。场上场

下的 409 队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他们齐心协力，相互鼓励、互帮互

助。面对强劲对手，敢于拼搏，业余水

平打出了专业精神，充分展现了体育竞

技的团结与拼搏魅力。（周涛玲 肖超）

本 报 讯 在本届省局职工运动会

上，我队的男子篮球取得了第四名的优

异成绩。

赛场上，篮球运动员们强势进攻，

巧妙防守，通过一次次默契的传球和漂

亮的投篮赢得观众的欢呼。秉持“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精神，如与对方运动

员有些肢体碰撞也会及时与对手握手

致意。赛场外，我队运动员临时组建的

啦啦队员们在观众席上为篮球队员们

摇旗呐喊、击鼓加油，场内外的 409人，

心系一起，共同见证竞技中的拼搏和团

队精神。（肖超）

男子篮球荣获本届运动会第四名

乒乓球赛荣获团体总分第三
本报讯 乒乓球一直被誉为是中国

的国球，普及率极高。因此，这一传统

比赛项目中的比拼异常激烈。

本次运动会，我队共有 5名运动员

参加乒乓球项目。经过一场场激烈的

比赛，我队夺得乒乓球团体总分第三

名，其中黄少苏荣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

二名，吴新民荣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六

名。（党政办）

混合气排球首次亮相，勇夺第四

本报讯 田径比赛是众多比赛项目当中小项最多的项目，包含田径、跳远、铅球、

100米赛跑、4×400米接力赛跑等8个小项,我队共有26人参加田径项目，是参赛人数

最多的项目之一。

我队谢敏夺得男子铅球冠军，伍

静霞夺得女子铅球亚军；孙礼仁、曾

圣富、欧阳鑫、蔡海涛荣获男子 4×400
米第二名；唐亚宾、王超文、戚倩、李

桂珍荣获女子4×400米四名；孙礼仁、

曾圣富、余俊、何必西荣获男子 4×100
米第五名；唐军荣获男子甲组 5000米
第七名；戚倩荣获女子跳远第八名。

（党政办）

我队田径项目荣获多个奖项我队田径项目荣获多个奖项

谢 敏
获得男子铅球比赛的冠军

伍静霞
荣获女子铅球比赛亚军

戚 倩
荣获女子跳远第八名

戚倩、王超文、唐亚宾、李桂珍
荣获女子4×400米第四名

孙礼仁、蔡海涛、欧阳鑫、曾圣富
荣获男子4×400 亚军

本报讯 11月 11日下午，409队工

会组织全队运动员在该队东院广场召

开省局第二届职工运动会赛前动员大

会。409队队长廖凤初、党委书记蒋佑

民到现场给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动员大会上，蒋佑民首先传达了省

局运动会动员大会会议精神，对本次职

工运动会的总体情况、赛程进行了介

绍，并着重介绍了各比赛项目的比赛规

则及注意事项。蒋佑民要求运动员们

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奥林

匹克精神，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和积极向

上的态度对待本次运动会，并祝愿所有

运动员都能在运动会中发扬地勘人“三

光荣”、“四特别”的精神，取得优异的成

绩。动员会上，蒋佑民还对具体参赛事

宜进行了部署安排。

廖凤初肯定了409队全体运动员的

努力和付出。他指出，寒窗苦十年，三

年磨一剑，本次运动会预赛中的优异成

绩是运动员们平时努力与积累的必然

成果。接着，廖凤初对运动员们提出三

点要求：一是要赛出水平，每一位运动

员都要把自己在平时训练时的真实水

平在赛场上展示出来；二是要赛出风

格，运动员们要服从裁判、组委会的安

排，同时还要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同组

委会及其他兄弟单位共同营造一个和

谐友好的比赛氛围；三是要互帮互助，

运动员们要相互加油鼓劲、互帮互助，

展现出 409队团结一致、互助友爱的精

神面貌。最后，廖凤初祝愿各位运动员

们能在此次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在此次职工运动会前期举办的各

大赛区比赛中，409队共组织了 79名运

动员参与比赛，参与了绝大多数的比赛

项目，其中男子篮球队、气排球队均以

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进入决赛。（肖超）

四〇九队召开参加省局职工运动会动员部署大会

动员部署大会现场

黄少苏（左）、吴新民（右）
分别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二、六名

我是混合气排队的一员，气排球队 9 月组建，

10月预赛，11月决赛，短暂而充实的两个月让我收

获许多。训练伊始，我们全队运动员都不懂得气

排球的打法、规则。以打进决赛为最高目标，我们

借用了未装修完全的厂房，画地架网，搭了一个专

属我们的临时室内气排球场。请了教练，一周两

次到三次的指导，教授我们气排球的基本功和比

赛站位、技巧。在经历将近两个月的突击训练后

我们完成了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通过预赛，打进

四强，取得本届职工运动会混合气排球第四名。

水滴可以穿石，百炼才能成钢。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坚持不懈，每天夜晚吃完饭就去训练场练习

撑球、传球的基本功；不畏艰险，10 位队员在训练

过程中基本都有受伤的经历；热情十足，训练场的

尘土飞扬和冷风肆意都没有阻挡我们练球的热

情；相互帮助，训练中暴露出的缺点队友也会指

出，及时帮助矫正。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努力。

世上没有不努力就能成功的奇迹，每一次成功的

背后都有你不知道的付出。我很感谢我队给了我

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在切实经历中明白了三点：

一、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是非常必要的，要相信自己

的能力，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去学习，才能知

道某项事物是否真的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完

成。二、坚持去做一件健康的事非常重要，不论是

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还是对心灵健康有益的

事。坚持去做不仅会让自己受益匪浅，还能让周

围的人对你刮目相看。例如坚持运动、坚持学

习。三、要认识到团队凝聚力的向心力，孔子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个人而言，在团队当中能

学习到的必然比自己闭门造车学得多，能力提升

得更快。就团队而言，一个凝聚力强的团队所具

有的能量是无限大的，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我们

应当牢牢抱成团，增强凝聚力。这样才能散发出

团体无限的能量和无限希望。（肖超）

气排球队员腾空拦网

混合气排球场上 拾二三人生真谛






在男子 4×400 米的决赛最后一棒，409 队暂排第五，形势不容乐观。运动

员孙礼仁接到第四棒后一路狂奔，转瞬超越一名竞争对手。在冲刺路的最后

一段，我们为这第三名的身影呐喊加油，感谢他为单位赢得的荣誉。没想到，

在距离终点五十米左右的时候，他再次爆发，神一般地从另一名运动员的右

侧飞过，完成一次精彩的反超！带领小队最终在该项目荣获第二名。

就像《阿甘正传》里说的：生活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在你打开品尝它

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味道。而比赛亦是如此，不到最后一秒你永

远不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有很多事也许我们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结局就

会变得不一样。我在那一瞬间感觉到了比赛的别样魅力，整个人因此充满正

能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踟蹰不前，我们可以绕道而行，或是奋

力跨越。面对现有的荣誉，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要寻找机会突破自我，面对

生活我们要多一点坚持和努力，才能打开一番新的天地，实现自我价值。为

竞技精神点赞！（队职工）

在比拼激烈的赛场上，一些意料之外的插曲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别样温馨

和感动，带我们体验别样的运动魅力。在男子篮球半决赛的比赛中，我队球

员何必西在抢篮板时不慎摔倒，一时无法站起，只能躺在地板上喘息。现场

的医护人员及时为他做了紧急护理，并将他转移到赛场边进行后续护理。没

多久，他在队友的帮助下艰难地站了起来，继续上场。观众席上的拉拉队员

们多次起立为他鼓掌呐喊，大喊“何必西，好样的！”。

比赛中，偶尔的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这样顽强拼搏的精神和集体意

识让我们不得不为他鼓掌、加油！现场

啦啦队们的齐声鼓励也让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都会感受到了 409 这个大家庭特有

的温暖，不抛弃，不放弃。我这才知道，

在赛场上拼搏的每一位运动员不是一个

人，他们的身后有为他加油的啦啦队员，

为他们服务的后勤人员和 409 这个温暖

的大家庭。大家拧作一股绳，齐齐努力

有力量！（队职工）

一场运动会能圆满

落幕离不开的是我们

幕后的后勤人员。在

光荣榜里、排行榜上都

看不见他们的名字，但

他们的辛苦也不比别

人少半分。而此次前

往省局比赛的大多运

动员身兼多职，既是运

动员，又是后勤人员。

我们的“啦啦队”队长

潘长刚，在气排球的比

赛现场调动气氛，领头

带动啦啦队员们喊加

油，满场都能听见“409，加油”的声音。到了第二天，嗓子哑得话都说不出

来。在登山比赛中，气排球队员做后勤服务，负责把所有登山运动员的物品

带上山顶。谁知电瓶车停靠点距离山顶还有一千多米，于是只能采取最原始

的人扛背包的方式，把两大麻袋的东西扛上山。饶是东风凛冽也吹不干汗水

湿透的衣背。还有的后勤人员要安排食宿、车辆、行程，比赛的时候要做好送

水、拿衣的事项，鼓掌、呐喊、拍照也是一样不能少。

在他们身上我看见的是默默奉献。他们的奉献让赛场上的运动员们无后

顾之忧的去赛场上拼搏 ,让此次运动会顺利地进行。他们的奉献精神是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大义。在生活中，我们周围也不缺乏这样的人，家人、朋友、

陌生人，家中父母为你洗衣做饭，身边朋友为你排忧解烦，周边的陌生人与你

方便。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人或事时，可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耐心一点、宽容

一点。在父母唠叨你的时候认真倾听，改正自己的坏习惯；在朋友的直言直语

中细细咀嚼其深意，做更优秀的自己；在陌生人唐突冒犯的举动里多一分宽容

和耐心。去感恩、去回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人在为你默默付出。（肖超）

再
努
力
一
点

后勤队员三两事随想

背后的力量

啦啦队员倾情呐喊

男子接力赛

球员受伤，队友关心

三年一度的运动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了，期间留下了多少欢笑与泪水，

承载了多少荣耀与梦想，书写了多少成功与失败，见证了多少感动与喜悦。

那怕是训练未久的气排球比赛，同样可以玩得风生水起，打出精彩的水

平。三轮的连轴车轮战，代表队们有的扮演“黑马”，有的成了多次“逆袭”的

“铁军”，有的轻伤不下火线，赛出了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风格。

在第一轮中，我们 409 队与 405 队狭路相逢，谁能胜出，谁就能挺进四强 ,
因此这场比赛也被认为是“四强之争颠峰表演赛”。11月 19日上午 11：30，伴
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第一局，405队的男主攻手表现抢眼，发

球扣球频频得分，我们 8 比 21 大比分失掉一局。第二局我们在教练的指导

下，在啦啦队的助威声中扛住压力，调整状态，灵活攻守，一开场就给 405 队

一个“下马威”。现场的啦啦队更有劲了，加油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赛场上

分数交替上升，但最终我们顶住压力。成功扳回一局。随后，比分拉平，我们

也更加谨慎。第三局，我们队在略微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出色的防守和进攻，

连得 7分，最终拿下了强敌。

胜利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深深觉得成功来之不易，409 男女混合气排

球队组建不到二个月，大家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抛妻弃子”地刻苦训练。从挂

满果实的树中，我们读出了成功，从汗水浸湿的运动服中，我们读出了有付出

才有回报。(周涛玲)

付出终有回报

何必西 、曾圣富、孙礼仁、余俊
荣获男子4×100米第五名

唐 军
荣获男子甲组5000米第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