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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日历上标明的
是小雪袁你别说袁还真下
雪了遥 雪虽然不大袁但最
起码缓解了入秋以来干
燥的气候遥
这一周我上夜班遥 接

班时袁交班老师特意交待
我院野班上新来了一个女
孩儿袁 晚上要多留意着
她遥 冶因为白天没见过我袁
孩子看我的眼神很陌生袁
陌生中还夹杂着些许怯
意遥 于是袁我便主动走上
前袁拉着她的手袁笑着问
她的名字袁并问她喜欢什
么袁然后又把班上的孩子
们都叫过来袁 围坐在一
起袁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
来遥 说到高兴时袁我也随
孩子们大笑起来袁气氛渐
渐地活跃了起来遥 孩子脸
上的怯意慢慢消失了袁笑
容爬上了她的小脸遥 看到
这儿袁 我暗暗地松了口
气院今晚袁这个新来的女
孩儿不会因为紧张而睡
不着觉了遥

作为全托班的保育老师袁不仅要关心孩子们
的起居袁 更重要的是要主动走进孩子们的心灵袁
让他们相信你袁依赖你遥这样袁我便会无愧地告诉
孩子们院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遥 冶

这
儿
就
是
你
们
的
家

北方冬天才有雪遥
我生长在北方袁是北方的雪伴我成长袁我爱北方的

雪遥
北方的雪袁是冬天的精灵尧纯洁的象征遥 冬天是她

的母亲袁整个冬季的任何一天都可能是她的生日袁北方
的山山水水是她的舞台袁北方人是为她颠狂的观众遥 随
着她的降临袁世上的一切便清纯无瑕遥
雪袁柔中带着坚韧袁以聚集优势显示伟力遥 雪袁初来

之时袁一般在天气骤冷了几天之后袁突然气温有所回升
的某一天遥 你走在路上袁不经意间有个东西滑落脸上袁
恰似蜻蜓点水袁说是落袁其实你并没落的感觉袁这个东
西便消失了袁顷刻间一丝凉意极爽然地渗入肌肤袁浸润
心田遥 紧接着一丝又一丝凉意由疏而密在肌肤和心田
间来回穿梭袁经验告诉你袁雪来了遥 但你眼望天空尧大
地袁绝寻不到它的踪影遥 时间在推移袁你看到了雪的身
影袁飘摇尧倏忽袁只是在你眼前悠悠画过一道白影遥 如果
这时雪停了袁 你便对雪没有任何具象袁 因为它着物即

化袁容不得你定睛细看遥
然而袁雪越下越大袁飘飘洒洒袁铺天

盖地遥世间万物都已沉寂袁唯有它自由飘
舞袁独步天地袁高者挂 长林梢袁下者飘
转沉塘坳噎噎怦然间袁毛泽东的词叶沁园
春窑雪曳跃上心屏袁你一定会张开双臂袁与
雪共舞袁不由得放声院野北国风光袁千里冰
封袁万里雪飘遥望长城内外袁惟余莽莽曰大
河上下袁顿失滔滔遥山舞银蛇袁原驰蜡象袁
欲与天公试比高噎噎冶 在这千古绝唱的
吟诵中袁你的身体化成了雪袁心也随之洋
洋洒洒噎噎

你袁终于能看清雪的倩影袁六角形袁
如精灵般晶莹剔透遥看着她袁你无论如何
也难以理解这么柔弱尧 轻盈的精灵何以
有遮天盖地的磅礴气势钥 但雪告诉你院
小袁多了就大曰柔袁聚集了就刚遥这就是雪
的内涵尧雪的启示尧雪的震撼遥
雪袁天生丽质袁舞姿卓绝袁给人以美的享受袁而它的奉献精神更

是令人动容遥 瑞雪兆丰年遥 雪大了尧多了袁麦子就有了厚厚的被子袁
就能温暖地越冬曰雪融了尧化了袁身骨血肉一起渗入土壤袁滋养麦
子袁给麦子春来时成长积蓄力量遥 雪来百病除遥 雪一下袁感冒没了袁
咳嗽去了袁人们便感觉浑身爽快轻松遥雪中趣味浓遥下雪了袁人们来
到雪野尧雪林尧雪坡袁拍雪景袁滑雪撬袁堆雪人袁打雪仗袁滚雪球袁与自
然亲密接触袁享受无尽乐趣遥
雪袁甘为配角袁无怨无悔遥野须晴日袁看红装素裹袁分外妖娆冶遥看

着晴日阳光下袁万里江山红装素裹袁如诗如画袁分外妖娆袁有谁能不
想到这美景背后雪的映衬呢浴 野大雪压青松袁青松挺且直冶遥 青松生
就野挺且直冶袁然而袁正是有了大雪之压袁青松野挺且直冶的特质才给
了人更强烈的震撼遥 野雪中红梅冶袁历来被人们用来赞美红梅不屈不
挠的高贵品格袁而细想想袁如果没有雪作衬托袁红梅独立于杂草黄
土的背景之中袁挺立于萧瑟寒风之下袁那是多么地突兀尧尴尬袁多么
地煞风景啊浴
北方的雪袁真的很可爱遥她是冬天的精灵袁纯洁的化身袁甘当配

角的楷模遥

叶三杯赛获奖作品集曳出版了
由本报和赞助单位共同举办的历届好新闻尧摄影和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袁最近由

我报结集出版遥 其中文学作品袁从 员怨怨远年至 圆园园缘年结集了历时 员园年的获奖作品曰好新
闻尧摄影大赛作品袁从 员怨怨苑年至 圆园园缘年结集了历时 怨年的获奖作品遥 这两本获奖作品
集袁是广大新闻和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遥如有单位和个人求购袁可与长铝报社联系遥联
系人奚乃娟袁电话 远苑圆怨远圆园园遥 数量不多袁欲购从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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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铝退休老干部静国芸同志走
了浴

在一个三九严寒的夜晚袁 即公元
圆园园苑年 员月 怨日 圆园时 源园分袁他走完了
七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袁在三门峡黄
河医院病逝遥
就在他停止呼吸后两个小时袁郑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便驰车呼啸而
至三门峡市袁 按照静国芸同志的遗愿袁
取走了他双眼的角膜袁并及时为两个男
性花季少年患者成功移植遥 预计半个月
后袁这两个幸运的年轻人便可以重见光
明浴

在静国芸同志无私奉献精神的感
召下袁其中一个患者的祖父袁满怀感恩
之情袁眼含热泪袁当场填写了捐献眼角
膜的志愿书浴

据媒体报道袁圆园园远年 员员月 员日袁病
中的静国芸同志让其子静力代表他袁同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了无偿捐献
眼角膜的志愿书遥 当时袁他是全市乃至
全省第一个无偿捐献者浴
如今袁静国芸同志的遗愿终于实现

了遥 他在人生的终点袁像太空中一颗即
将消逝的流星袁瞬间迸发出绚烂夺目的

光辉曰 在他人生年轮的第七十六周轨迹
上袁闪烁着一轮耀眼的光环浴他的人生境
界升华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遥

了解老静的人袁可能都知道袁他一生
不善言辞袁不事张扬袁为人谦和袁处世低
调遥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直到退休袁他一
直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会计遥 和他同期参
加工作的人袁有的当了科长袁有的当了处
长袁可他仍是普通一兵遥对此袁他很坦然袁
从不攀比袁不与人争遥
老子叶道德经曳中有言院野上善若水袁

水善利万物袁而不争噎噎夫唯不争袁故无
尤遥 冶这句话的意思是院天地间至高至上
的善袁就像水一样袁水有利于万物袁而不
与其他事物争什么遥正因为其不争袁所以
它不会有什么过失和烦恼遥老子爱水袁孔
子亦爱水袁他说院智者乐水遥水柔静袁不争
高袁总往低处流袁甘居下位袁默默无闻地
奉献遥老静正是这样遥他大概也爱水袁他
以自己的人生袁效法着水的品德遥他的人
生追求袁正是野水善利万物袁而不争冶的境
界遥

当他毅然做出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决
定时袁他把追求的人生境界推向了极致遥
水润泽万物袁而不奢求得到回报袁水因此

而成就了自己的伟大遥做人也是一样袁你
真心地关心别人尧帮助别人袁但不奢求别
人的任何回报袁这不也是一种境界尧一样
伟大吗钥老静在疾病缠身尧朝不保夕的时
候袁毅然做出捐献眼角膜的决定袁到底为
什么钥是想作秀尧出名吗钥我看不是遥名袁
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有何用钥 他年
轻时尚且默默无闻袁淡泊名利袁不图一官
半职袁现在还图吗钥不浴更不需要浴那么袁
他是图利吗钥 如果是为利袁就不是野无偿
捐献冶了袁而是野待价而沽冶了遥 那么他到
底为什么钥

孔子的一个学生曾经问孔子袁 何为
野仁冶钥孔子回答了两个字院野爱人遥 冶用现
在时尚的说法袁就是关爱别人袁献上一片
爱心遥静国芸同志得病以后袁工会的同志
和亲友常去看他袁 他怕给组织上和同志
们增添麻烦袁便悄悄离开上街袁独自到三
门峡市的一个国营养老院托老送终遥 在
他选择的这个归宿中袁 他静静思考着人
生的真谛遥当他病情加重袁感到去日无多
时袁 为了回报单位和同志们对自己的关
爱袁毅然决定无偿捐献双眼角膜袁去帮助
那些需要光明的人遥 这就是老静捐眼角
膜的情结袁也是孔老夫子所阐释的野仁冶遥

他的这个决定袁是壮举袁是善行袁是同旧
的传统观念的决裂袁 是对当今道德风尚
滑坡的无言谴责袁是对拜金主义尧利己主
义的无情鞭挞袁更是他人生境界的升华浴
毛泽东同志在 叶纪念白求恩曳 一文

中袁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大夫野毫不自私自
利之心的精神冶袁并指出院野一个人能力有
大小袁但只要有这点精神袁就是一个高尚
的人袁一个纯粹的人袁一个有道德的人袁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袁 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遥 冶静国芸同志就是这样的人遥
他虽然静静地离去了袁 到另一个世界见
他早逝的妻子去了袁但他无憾于同志袁无
憾于亲友袁无憾于社会袁无憾于自己平凡
而又令人尊敬的一生遥 他给我们留下的
不仅是哀伤和思念袁 而更多的是对他那
无私奉献精
神和人生境
界的思考尧学
习尧继承和发
扬遥

静国芸
同志袁您一路
走好浴

境 界
要要要纪念静国芸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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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枝挺拔迎飞雪

雪沃麦野兆丰年玉树琼枝冰清路

银为了全面提高幼儿膳食质量袁员月
员圆日晚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幼儿园举办
了独具特色的厨艺大赛遥

渊屈波冤
银员月 员圆日袁 氧化铝一厂二车间召

开了 圆园园远 年度宣传工作总结表彰会暨
圆园园苑年度宣传工作动员会遥

渊孙红 王伟杰冤

银近日袁野心系女性要要要耶建行杯爷中
国家庭理财教育冶 流动课堂在氧化铝一
厂拉开帷幕遥 近百名女工听了流动课堂
的相关内容遥

渊方洁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工会为员工过

集体生日袁 该厂 圆园园苑年工会工作的重点
就是关爱员工袁提升工会凝聚力袁由此提
出了为员工过集体生日的新思路遥

渊吴芳冤
银新年伊始袁 水泥厂制成车间工会

为每位职工发放了生日蛋糕卡袁 以表示
对他们生日的祝贺遥

渊宋晓宾冤
银为迎新春袁近日袁氧化铝一厂六车

间举办了野负重爬楼梯冶尧跳绳尧扑克等活
动遥 渊王卫华冤
银为迎接 圆园园苑年新春佳节袁 丰富员

工文化娱乐生活袁近日袁氧化铝一厂检修
站利用工余时间开展了乒乓球尧 象棋等
文体活动遥

渊渠文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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