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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体仪，字颢霖。1947年生，河南省沈丘县人。中共党员。

少年读书时就酷爱书画艺术，数十年寒暑笔耕不辍。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老年

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新文艺群体书画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德艺双馨

书画家，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广州花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兴艺堂特聘画师，周口市

美协会员，西华女娲文化书画院院士，沈丘县书画院副院长等。

1971年在部队期间，曾几次参加二十七军，北京军区炮兵举办的军人书法美术培训

班，当时的作品曾在《解放军文艺》《战友报》《石家庄日报》等多次发表。

近年来个人书画作品也在《国家艺术频道》（全国书画名家展）1403期和《艺展中国》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展等栏目发表。《一带一路中国梦》《建国七十周年》集邮中心邮票邮册

发行处征集采用了部分作品并出版发行了邮票和集邮纪念册。

其在《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大辞典》《中国书画名家大百科》《美术百科网》等均被收录

其中。建国七十周年又获得人民功勋艺术家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其书法以隶书见

长，兼写行楷，美术以花鸟为主，犹攻牡丹。作品多次在国内参展并获奖，并被多家单位和

个人收藏。

极具收藏价值的
艺坛名家———王体仪

王体仪作品《淡泊明志》 王体仪作品《话春情》 王体仪作品《国色天香》

相里俊堂作品《感恩社会》

相里俊堂，1955年出生。一生钟爱书法，几十年笔耕不辍，博采众长，自得一格。

现为：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新文艺群体书画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纪大采风

书画院院士，北京国臻艺苑书画院院委会理事，河南今网书画院院士，韩城市书法

协会会员，韩城市香山书画院会员，韩城市汶盘书画社会员，韩城市老年书画社会

员，作品被众多机构及友人收藏。

2019年作品入编《文化强 民族强———庆祝建国70周年艺术名家》限量版珍藏

邮册。2019年6月，由国内各大媒体重点推荐报道为“文化中国———中国艺术代表”。

2019年7月，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被评为“中国文化大使”荣誉称号。2019年8月，作

品《中国梦》及《室雅人和》被荣选为国礼作品，在《第二届世界青年文明论坛暨马中

青年回儒对话峰会》中赠送，并被马来西亚办公厅永久收藏。2020年1月，作品被收

藏天下全国数字频道选播。

极具收藏价值的
艺坛名家———相里俊堂 相里俊堂作品《雅重怀远》相里俊堂作品《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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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都想到钱营孜矿井下参观了，今天是

个好机会。标准化大巷宽敞明亮、巷风水管线、

电缆吊挂整齐、安全牌板醒目温馨，和我想象

的井下大不一样。”

“这就是日产万吨的采煤工作面，好壮观

呀！……宣讲团成员邵颖、邱维维议论着。

带着好奇与期盼，7 月 31 日上午，皖北煤

电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艺术化宣贯

团走进钱营孜矿 W3214 工作面，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提振精

气神，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凝聚决胜下半年的

力量。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赵国忠、钱营

孜矿矿长陈秀友以及采煤区当班职工参加了

宣贯活动。

W3214 工作面是钱营孜矿主力综采工作

面之一，看到艺术化宣贯团成员的到来，采煤

区的员工们列队欢迎，既激动又兴奋。

这样的宣讲形式我们喜欢

在活动现场，赵国忠宣讲了集团公司下半

年工作会议精神，希望采煤区的干部职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抓好安全工

作，抓好生产进度，抓好稳定工作，决战下半

年，全年夺胜利，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集团公司第一座智慧矿山是哪一家？”

“这题最简单，是麻地梁煤矿！”“回答完全正

确！有请工作人员为这位师傅送上礼品！“推进

集团公司生产方式变革的基本目标方向是什

么？”“这个我知道，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

“推进煤矿生产方式变革，必须要以哪“四化”

为目标引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在钱营孜矿 W3214 工作面，宣贯活动

围绕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对干部员

工应知应会的内容进行了现场提问，干群积极

回答，问答声中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深入人心。

“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

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我

们不一样》唱出了皖煤人的骄傲，唱出了矿山

人的自豪。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为了工作累了点。汗

水流得多了点，休息时间少了点，可身体一定

注意点……”快板《说点》希望大家要远离“三

违”，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相声表演《男工女工》幽默风趣，诠释了矿

工师傅挺起脊梁扎根矿山的豪迈，也映衬着巾

帼不让须眉的热情，无论男工或是女工,都是

矿井不可或缺的力量。“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

（那个）软，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矿

山夫妻档歌唱家毛乐乐、王珊演唱的歌曲山西

河曲民歌让大家赞不绝口.
“这样的宣讲形式我们喜欢，兄弟姐妹们

唱歌说快板给我们鼓劲加油，还送来丰盛的小

礼包，鼓足了我们的干劲。咱下半年加把劲，说

啥也要把上半年的亏产夺回来！”

矿长的智慧矿山教育课

“陈矿长，我发现钱营孜矿的员工对‘四

化’理念理解得十分透彻。这说明你们的智慧

矿山步伐在加快呀。”演出间隙，赵国忠与钱营

孜矿矿长陈秀友进行了交流。

“智慧矿山是把钱营孜煤矿建设成为‘装

备优、用人少、效率高、效益好、安全有保障’智

能化标杆矿井的关键举措。今年 6 月 6 日，我

们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签订

《5G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范围包括 5G
信号覆盖、5G+智慧矿山探索，落实 5G+视频

监控、5G+安全防护、5G+VR/AR、无人机巡检、

无人矿采场景应用等，助力矿井无人化、矿井

透明可视化、矿井万物互联、矿井设备远程协

同运维。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宽视野，继

续丰富技术人才培养形式，掌握先进的自动化

技术，以点带面，全力推进，全面打造智慧矿

山。”说到矿山的“四化”建设，陈秀友侃侃而

谈。

据了解，钱营孜矿井下以西三采区为示范

点，W3233 工作面实现智能化，西三采区胶带

大巷、泵房变电所等硐室实现机器人巡检，以

点带线，汇线成面。打造一张 IT 基础设施

网，井上井下实现 5G 全覆盖，完善万兆环

网，推进大数据中心建设，实现桌面云平台

功能。建成一个设备智能运行行动中心，打

造全视频调度系统，采掘头面选点建成，地

面一健启动。井上下运输集控一体化，做到

生产集成自动化监测全局实时化。装配工

业机器人，打造物流快速配送系统，与银行

合作建设面部识别支付通行系统，利用无

人机进行外线及工厂巡视，地面机车实现无

人驾驶，灯房实现智能化等。

只有国家好、企业好，
我们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赵国忠即兴演唱了歌曲《我爱你中国》。

歌声激起了干群爱国、爱企之情。

采煤区区长张金钟说：“只有国家好、企业

好，我们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高效率、高质量

完成上级安排的具体工作任务就是爱国的最

大体现，多做一件事情、多出一个点子、多进一

米尺、多采一吨煤，就是对企业发展最大的贡

献。”

“金钟区长，听说你们年底要上自动化工

作面，你们要和任楼矿的 8258 自动化工作面

赛一赛，‘金钟’敲响，梦想起航，声名要远扬

呀！”赵国忠的一席话博得了大家的掌声。

精彩的表演，声情并茂的宣贯，受到职工

的热烈欢迎。掌声，笑声、喝彩声，声声入耳。艺

术化宣贯主题鲜明，寓教于乐，让广大员工在

轻松娱乐的氛围中重温集团公司下半年工作

会议精神，理解企业，坚定为企业发展而奋斗

的决心。

“艺术化宣贯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很好，形

式灵活，内容丰富。给我们鼓足了干劲，人人肩

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咱要齐心协力，在

W3214 工作面再创高产，为完成我矿下半年

181 万吨采煤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采煤区

副区长潘小兵说。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

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

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

悔……”邱维维与陈晨合唱的压轴歌曲《为了

谁》，让大家联想到职工为了企业而爱岗敬业、

攻坚克难；为了“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艺术化宣讲，是集团公司创新基层意识形

态工作的有益探索。通过群众乐于接受的、生

动鲜活的文艺形式，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宣传贯彻

之时融入艺术之美，传播皖煤好声音，有深度，

接地气，让职工听得懂、记得住，更容易理解集

团公司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提高了宣贯效

果。

江苏泰隆
“砸”20 亿元
建科技产业园

近日，在江苏泰隆集团的传动科技产

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气势恢宏的钢结构厂房

正在进行吊装。“我们计划在 11月中旬进行

竣工验收，预计明年 6 月装修结束。”泰隆集

团副总经理黄留生介绍。

据了解，泰隆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根据 21 世纪机械制造发展的精密

化、自动化、信息化、柔性化、集成化和智能

化趋势进行设计规划，围绕国家绿色环保、

低碳、高速比、智能化、节能型的产业政策，

重点打造以机器人关节用精密减速机、核电

等重大传动装备、新基建专用减速机为代表

的高端减速机配套产品。项目全部达产达效

后，将形成年产传动机械 15 万台套的生产

能力，年可新增国税开票超 25 亿元、税收 2
亿元。

面对疫情带来的一场“大考”，泰隆集团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加速动

能转换，瞄准人才引进、技术研发、扩大产能

等关键环节加大投入，抢占市场竞争主动

权。通过加大创新创业投入，汇聚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大批高新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更显活力。TL 模块化齿轮减速电

机、重载模块化齿轮减速机、模块化行星减

速机等高新技术产品，配套用于三峡、南水

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同时出口美国、巴西

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铁二局研发的

首批 10 台套 S395 大型盾构机专用减速机

交付使用，这是我国减变速机产品进军盾构

机领域的首台、首批替代进口隧道开凿盾构

机专用减速机。为成都利君建材设备制造企

业开发研制的我国首台套 4.9伊4.5 米矿山用

强力压球机也顺利交付使用。

同时，泰隆集团充分利用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平台，综合高校院所的项目、技

术、成果、人才等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在去年投入技术研发费用 6400 万元的

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拳头产

品减速电机、重载模块化、硬齿面、行星减速

机上精雕细刻，用足功夫，力争形成新的发

展动能与核心竞争优势。

泰隆集团总工程师孔霞表示：“我们将

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通过主持国家级科技

项目和主持国家标准的制定，打造企业产品

智能化、轻量化、精密型的品牌形象，今年底

实现授权专利 280 件、年度开发新品 19 个，

持续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渊蔡建永 韩菁 韩登军冤

只有国家好、企业好，
我们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决胜下半年 同心筑安全”艺术化宣讲团走进钱营孜矿W3214工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