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炎

孩子对玩沙有着浓厚的兴趣袁听到要玩沙子会不禁欢呼起来遥 看着孩子
们如此热衷于玩沙袁我们便在户外活动时间安排了玩沙游戏袁让他们过足瘾遥

下午户外活动的时候袁天突然阴沉了下来遥 孩子们在沙堆上玩得热火朝
天袁我却冷得要命遥 野好冷呀浴 冶我抱着肩袁随口说了声遥 就听见我们班的一个
孩子在我脚下叫我院野李老师袁看我给你画个太阳袁就不冷了遥冶低头一看袁她果
真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个太阳遥我非常激动院野琳琳袁你真好袁李老师真有一点暖
和了袁谢谢你遥冶一下子袁孩子们都来到我的脚边遥 野我也来画太阳给李老师遥冶
野我也来遥 冶他们围着我袁在沙地上画起太阳来袁大的尧小的尧圆的尧扁的噎噎画
了二十几个浴 野李老师不冷了袁谢谢小朋友浴 冶真的袁我的心里真的够暖和的遥
薇薇在一边叫我院野李老师袁来看我的耶小蛇爷遥 冶我走过去看时袁只见沙地

上画了一弯弯曲曲的线条袁像是小蛇的样子遥 野呀袁我怕蛇呀浴 冶我做出害怕的
样子往后退袁几个身边的孩子也学着我的样子往后退遥这下好了袁大家都被吸
引过来画蛇袁整个沙地都是野蛇冶袁弄得我都没处躲了遥 我随手画了绕线样的
圆袁说院野一条小蛇睡喽袁你的小蛇呢钥冶就这样袁他们都开始让小蛇睡觉了噎噎
在这次活动中袁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袁两者之间的主体与主

导的关系生动尧深刻尧微妙而复杂袁这也是自发生成的活动的意义和源泉遥

沙 地 里 的 游 戏

冬天来了袁 冬天在秋日的金黄里袁 在心
情的收获里姗姗地向我们走来了浴

如果要要要当岁月走过生机萌动尧 花蕾初
绽的春天的时候袁 我们感受的是新生的喜悦

和生命的鲜活曰 如果要要要当岁月走过生机蓬
勃尧 绿叶婆娑的夏天的时候袁 我们感受的是
走向成熟的步履和奔放的热情曰 如果要要要当
岁月走过红叶摇曳尧 金菊怒放的秋天的时候袁

我们感受的是漫山遍野的斑斓和累累丰硕的
收获遥 而冬天呢钥 当岁月走进冬天的时候袁
我们能够感受的袁 难道只是那冰雪满天尧 寒
梅独放尧 北风凛冽的萧瑟吗钥 冬天的神韵只

是那一片弥漫的沉寂吗钥 如
让我回答袁 答案是否定的遥
因为冬天是活着的季节袁 是
串接成熟和播种的季节浴
我喜欢冬天袁 喜欢冬天

的含蓄遥
冬天是一个不喜欢张扬

的季节遥 如果将春天比做花
季放飞幻想的少女袁 将夏天

比做渴求美丽的少妇袁 将秋天比做风韵犹存
的半老徐娘袁 那么冬天袁 就是一位贤淑内敛
的母亲袁 将生命在沉默中孕育着尧 诠释着尧
破译着遥 她在简单中将华美拥在怀里袁 让季
节在轻轻地休息袁 醒来后袁 去迎接又一轮岁
月的挑战和世俗的烦躁浴
我喜欢冬天袁 喜欢冬天的底蕴遥
冬天是一个特殊的季节遥 在四季的串接

中袁 春天到秋天的日子袁 是不断将生命的激
烈与辛苦一幕幕上演尧 永不停息的搏争袁 使
生活获得灿烂的同时袁 总觉得多了一分沉重浴
而在冬天袁 生活则可以稍作休息袁 就像躁动
的白天过去了袁 宁静的月夜降临了遥 而梦想袁
就是在甜美的睡梦中冷静地勾画浴
冬天是一个特殊的季节遥 在文人骚客的

笔下袁 冬天忍辱负重袁 那种将生活的浮华看
得十分平淡的态度袁 大有处事不惊尧 收卷自
如的智者风范浴 而在这种平淡中袁 就像深藏
在地球心中的地火等待着爆发袁 就像沸腾的
希望在黑夜过后即将喷薄而出的曙光袁 时刻
准备书写生命的又一华章浴

将 心 情 托 付 给 冬 天

梅瑞敏

寒 月

侄媳妇去年生了个男孩儿遥 猿园岁得子很不容易袁
所以对孩子特别地娇惯遥 我到家里一看院好嘛袁光怎样
养育孩子的书就买了十多本遥可是袁看她养孩子的方式
我又确实不敢恭维遥仅孩子吃饭就需要两个人遥一人不
仅要抱着还要负责逗孩子高兴袁 另一人趁机喂孩子吃
饭遥 可怜的孩子袁从小就要学会分身术袁就要学会心有
两用遥难道书中就是这样让你教育孩子的钥当我向侄媳
妇提出质疑时袁 她答曰院 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吃得更
多袁否则袁营养缺乏造成孩子生长发育障碍袁后悔就来
不及了遥 我恍然大悟袁孩子的生理发育是重中之重呀袁
可是袁孩子的心理发育今后如何办呢钥
再说孩子的说话问题遥 孩子已经 员员个月了袁除

了哭基本不说话遥 我观察了一会儿袁发现大人的目光
始终不离孩子袁当孩子刚表现出想要什么东西时袁大

人已经将东西送到了孩子的手中袁 只要孩子发出哭
闹的声音袁 立即可以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遥 如果是
你袁你还需要说话吗钥 你还需要动脑子想怎么用语言
表达你的想法吗钥 可怜的孩子袁语言对你还有什么用
呢钥
还有袁孩子的肢体动作问题遥 孩子不会爬袁我问

为什么袁侄媳妇说袁地下太脏了袁爬来爬去不卫生袁如
果孩子得了寄生虫病袁影响孩子健康遥 所以袁出了家
门袁孩子的手不可以乱摸袁孩子的脚不可以乱走遥 可
怜的孩子袁你被束缚了手和脚袁怎么能让你的大脑得
到外界的刺激接受外界的信息呢钥 你的大脑怎么能
良好发育呢钥
我还能说什么呢袁我只能说野伟大冶的母爱袁幸福

而可怜的孩子浴

野 幸 福 冶 的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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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延军

每当我开着天车
明媚的阳光
便弥漫了整个胸膛
把心中的责任与爱心洒向每个角落
快速 准确 及时
像大地 芳草 阳光一样
和谐共生
让阳光与安全同在
让阳光与效率同行

长长的手臂
牵引沉甸甸的吊钩
心中的阳光
浓缩着铝城员工的理想
吊起的是成千上万吨的氧化铝
吊起的是洁白如银的铝板锭
吊起的是出口外销的碳阳极
吊起的是
铝城最灿烂的笑容

伴随着天车滚动的节奏
我憧憬着更多的阳光
盯着起伏的吊钩
我期待收获更多的硕果
无论是酷暑严寒
无论是柳绿花红
行驶的天车
一路欢歌

母亲喜欢节日袁日历上每一个标有
特殊意义的数码袁 都是母亲庆祝的日
子遥 元旦尧春节尧端午尧国庆尧中秋尧冬至
噎噎或大或小的节日袁家里总是一片繁
忙遥 母亲或从厨房出出进进袁或指挥我
们兄妹几人遥 于是袁全家人就会在忙碌
中品味着生活的温馨袁 而平凡的日子袁
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遥

每当艾蒲飘香尧 端午来临之时袁母
亲就会早早地在门上插上艾叶袁煮上几
头大蒜尧几个鸡蛋袁炸上一盆麻叶尧一盆
菜角遥 看着我们意犹未尽的模样袁母亲
很遗憾袁她不会包粽子遥

母亲退休后袁 拥有了许多闲暇时
间遥于是袁又一个端午节来到的时候袁家
中弥漫着诱人的清香遥我们的饭桌上终
于摆上了母亲亲手包的粽子袁 个头参
差袁大小不一袁有的羞答答围着一片叶
子袁有的干脆光溜溜裸露示众遥 好在一
家人袁不用客气袁一阵风卷残云之后袁母
亲辛苦两天的成果袁全被我们装进了肚
子遥

一年又一年袁母亲的粽子早已有型
有款袁荤素兼备了遥刚出锅的粽子袁就像
裹着襁褓的婴儿袁剥开一瞧袁白白胖胖袁
可爱极了遥 而我们也时常把母亲的粽

子袁带给同事品尝袁一起分享节日的快乐遥
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日袁是母亲最重要的节日遥而我的生日袁

由于在春节前后袁鸡鸭鱼肉袁早已厌烦袁倒难住了母亲遥 那年的
生日饭袁我记忆犹新遥
母亲早一天便和邻居老太太一起去附近麦田里挖野菜遥回

家后袁来不及脱掉沾着泥巴的鞋子袁便择起了野菜遥 洗完后袁用
水汆了一下袁捞起来挤干水分袁剁完后袁天已全黑了遥第二天袁在
我的生日袁一家人吃上了野菜饺子袁咀嚼着粗糙的野菜袁感受着
细腻的母爱袁我的心中充满着生活的期待遥

母亲像一棵果树袁 我们兄妹则是这棵果树上结的果子袁总
会慢慢成熟袁脱离枝头遥 当我们一个个结婚成家袁离开母亲后袁
留给她的袁除了枝头永远熨不平的疤痕外袁只剩下心头无尽的
牵挂了遥
我们似乎一直在赶路袁总也顾不上停下来享受生活遥日子就

在我们急匆匆的脚步中流失袁 直到电话中母亲声音响起院野回家
过生日吧浴冶我这才猛然记起袁远离母亲的日子过得多么苍白袁多
么枯燥遥 拿着话筒袁我的声音哽咽了袁泪水禁不住滂沱而下遥
最宝贵的总是被忽视袁因为她最平凡尧最细小遥母亲已经七

十多岁了袁她给了我们这么多节日袁自己却不曾有过真正的节
日袁这么多年来袁母亲的生日总是被我们在不经意中错过遥而今
年袁无论如何袁我们一定要给母亲一个属于她自己的节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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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我很感谢我的妈妈遥 在我小的时候袁有一天袁妈妈
带我去公园玩遥

我和妈妈先到人工湖里划船袁坐小火车袁还玩了
其他许多项目噎噎

天黑了袁就要回家了袁可是我非要爬到公园里的
大铁球上玩不可遥 于是妈妈就把我抱了上去遥 玩得正
高兴时袁突然从大铁球上掉了下来遥 当时我哇地大哭
了一声袁一会儿袁就晕了过去遥

当我醒来时袁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
上遥 原来我的胳膊摔骨折了袁醒来时手术已经做好袁胳

膊上打着绷带袁手臂上还带着钢针袁很难受遥 但我一直
忍着遥 此时袁我的妈妈一脸的疲惫遥 原来她一直照顾
我袁担心我出事袁一夜未睡遥
后来接连几天袁妈妈都没有好好休息袁一直看护

着我遥 她不时地给我端水尧喂饭遥 我对妈妈说院野妈妈袁
您去歇歇吧袁你已经好久没睡好觉了遥 要是你生病了袁
怎么办钥 冶妈妈说院野孩子袁只要你没事袁我就是几天不
睡觉也没关系遥 冶渐渐地袁我的病好了袁可我的妈妈却
一天天瘦了下来遥
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遥

感 谢 妈 妈
中心小学四年级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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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肖明冤为
了更深入地开展冬季 野保负荷袁
保压力袁稳压供汽多发电冶劳动
竞赛活动袁展现热力厂广大员工
爱岗敬业尧 创新进取的精神面
貌遥 近日袁热力厂工会决定在全
厂开展冬季野保负荷袁保压力袁稳
压供汽多发电冶劳动竞赛主题征
文比赛遥

此次征文活动为期 源个月遥
征文主要围绕劳动竞赛写人尧记
事尧抒情尧谈感想等内容袁可写本
人对劳动竞赛的所感尧 所想袁可
赞劳动竞赛中的先进人物袁可记
劳动竞赛中的突出事件袁可谈劳
动竞赛的经验和教训遥 征文活动
设一等奖 猿篇尧 二等奖 缘篇尧三
等奖 员园篇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红冤
野叶氧化铝通讯曳改版了浴 冶野叶氧化
铝通讯曳能发照片了浴 冶近日袁随
着第 源园园 期叶氧化铝通讯曳发放
工作的完成袁员工们从新版叶氧
化铝通讯曳 中发现了许多 野新
奇冶遥 叶氧化铝通讯曳自 员怨愿愿年创
刊以来袁一直坚持野融入生产袁服
务员工袁内鼓干劲袁外塑形象冶的
宗旨袁 围绕氧化铝生产的提产尧
降本尧增效做了大量工作袁得到
了历届厂领导的一致好评和广
大员工的喜爱遥 值此 圆园园远 年年

尾袁为更好地融入生产袁服务员
工袁增强刊物的可读性袁叶氧化铝
通讯曳 决定从第 源园园 期开始改
版遥 新版叶氧化铝通讯曳在坚持原
有特色的前提下袁将通过不断创
新尧不断超越袁努力实现图文并
茂遥 经多方征求意见后袁新版叶氧
化铝通讯曳拟长期开设叶厂部要
闻曳尧叶一线链接曳尧叶学习园地曳尧
叶新闻快递曳尧叶图片新闻曳尧叶氧化
铝人曳尧叶员工论坛曳尧叶服务员工曳
等固定栏目袁 并依据不同阶段袁
增设不同的新栏目遥

叶 氧 化 铝 通 讯 曳 改 版 了

野劳动竞赛征文 冶开始了

昨天还计划着去商场买那套薄
薄的羊毛套裙袁一大早醒来袁天上竟
飞舞着大朵大朵的雪花遥 窗外梧桐上
的绿叶还未落尽呢袁忽然的袁冬就来
了遥
北方的季节转换总是这样袁刚烈

而又决断袁让昨天还享受着慵懒暖阳
的人们对突然降临的寒冷措手不及遥

在温暖如春的斗室袁坐拥一床柔
软的棉被袁我想起了生活在乡村的母
亲遥 上周天气晴好的时候袁我回家带
给母亲一床羊毛被袁不曾想母亲早弹
好了自家地里栽种的棉花袁扯上好看
的棉布袁一针一线缝了一床棉被正打
算给我送来遥 母亲年纪大了袁腿脚不
是很灵便袁手指也耐不得寒冷袁于是
赶在下雪前给我准备了一冬的温暖遥
温暖袁其实一直都存在着的袁只是在

这样因寒冷而安静下来的季节里袁对
温暖的体会更深了一些罢了浴

在这样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思念
的寒冷的清晨袁躲在母爱羽翼下的幸
福时光突然从记忆里跳出来袁 暖暖
的袁溢满了小屋遥

要要要大概六七岁的时候袁这样的
天气里袁母亲常常背着我行走在通往
乡村小学的那条泥泞小路上袁路两边
的石屋尧山泉以及邻家的牛羊还清晰
地印记在脑海里遥 在有雪的冬天袁放
学后袁母亲总会在厨房一个大大的土
锅台上面放上大小两个木凳袁然后抱
我坐上去袁暖暖地看书写字袁旁边炉
子上常常炖着父亲狩猎带回的野味
噎噎那温暖浓香的岁月常常让我忘
记寒冷遥

曾在寒冬参观过朋友自建的花

房袁里面暖暖的袁满屋子的青翠和姹紫
嫣红袁与一墙之隔的户外恍若隔季遥我
爱极了那些花袁朋友说院这些花袁其实
都是在其他季节里常见的一些花袁只
不过是因为它们开在冬天的温室里袁
才引得众人的注目遥 若是在草长莺飞
的季节袁 没有多少人会去留意它们的
存在噎噎

对母亲的记忆就是这样袁 像开在
暖室里那些普通的花袁 让你经过一道
寒冷的门袁陡然间闻见一阵芬芳袁于是
温暖的闸门一下打开遥

真的应该感谢冬天的忽然降临袁
我突然这样想遥

想着袁笑了遥对于有所准备的人来
说袁冬天来得也许并不突然遥
冬天也许早该到了袁 对于一些关

于温暖的回忆袁它确实早该到了遥

忽然冬天到
邓红玲

心 中 的 阳 光

许子昊

庆 祝 元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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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蝴蝶 公元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