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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袁我到公园里散步遥已是
初冬了袁一阵风儿吹过袁又是好几片黄叶
悠悠地飘下来遥 我沿铺满黄叶的小路走
着遥 前面是一座花坛袁昔日争艳的百花袁
差不多都凋谢了遥一串红失去了往日野绿
丛一点红冶的艳姿袁枯萎了袁花瓣不时地
抖落花秆曰一个多月前还英姿怒放尧散发
出阵阵幽香的菊花袁 现在也在寒风中散
落了袁花瓣陷入泥中遥 看着这幅景象袁我
迷茫了遥 记忆中那一片花的世界袁红的尧
粉的袁花团锦簇袁生机盎然袁是那么美浴然
而袁我又想袁难道它们不该落入泥中袁而
应该永远留在花秆上么钥 我不知道该怎
么回答遥 野这些花多么可怜啊袁给人们带
来美的享受后袁又默默地凋谢袁在泥土上
消失遥 冶我自言自语地为落花叹息遥

野不遥 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耳旁响
起袁我不由得吃了一惊袁抬头一看袁原来是
一位满头银发尧 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伯袁虽
饱经风霜却是精神矍铄遥 野这些落花默默

地凋谢袁正是它的品质浴你知道耶落花不是
无情物袁化作春泥更护花爷的佳句吗钥 冶

野这不是龚自珍的诗吗钥 冶我脱口而
出遥 野对浴 冶老伯对我说袁野旧时袁人们面对
落花不是愁就是悲袁写到落花袁凄凉忧愁
的诗句比比皆是遥 像耶惜春长怕花开早袁
何况落花无数爷之类袁多得很遥 叶红楼梦曳
里林黛玉不是也是怀着悲哀的心情而去
扫落花的么钥其实要要要冶我一下恍然大悟
了袁落花不是为别人袁它不留恋花秆袁甘
心情愿地覆盖在冬日的泥土上袁 最终化
入泥土中袁它没有丝毫悲哀遥冬天已经到
了袁春天还会远吗浴 它只是耐心地等着袁
待到明春的艳阳普照或者春雨飘飘扬扬
地洒向大地时袁 落花会用自己的生命充
当绿肥袁滋养和哺育着百花袁使大地重放
异彩袁 给经过严冬风霜雨雪的人们带来
温暖袁带来美浴

野啊袁可贵的落花精神浴冶我尊敬地望着
老伯说遥 老伯笑了袁满脸的皱纹都绽开了浴

本版编辑 陈凤娥
电话院园猿苑员原远苑圆怨远圆远员 耘原皂葬蚤造押糟澡藻灶枣藻灶早藻原园园员岳员远猿援糟燥皂源 圆园园苑年 员月 圆远日 星期五

企业文化 广告

本报地址院郑州市上街区 批准机关院国家新闻出版署 广告许可证院郑工商 园圆远号 印刷单位院开发公司印刷厂 邮编院源缘园园源员 发行院全国各地 赠阅 电话院总编室 远苑圆怨远源猿圆 编辑部 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记者部 远苑圆怨远圆远员 广告部 远苑圆怨远圆园园 传真院远苑圆怨远猿猿怨

银员月 圆猿日袁 运输部车辆
段轮轴班组织员工开展了踢毽
子比赛遥 渊郑琳冤
银员月 圆猿日袁 氧化铝一厂

技术监督站员工袁 利用业余时
间积极进行训练袁 准备参加厂
部举办的乒乓球赛遥 渊马君冤
银员月 员怨日袁 氧化铝一厂

空压站召开了宣传报道工作总
结会袁 对今年的宣传工作进行
了部署遥 渊张静冤
银员月 员愿日袁 后勤服务管

理公司物业科袁 组织女工学习
了计划生育条例遥

渊李玉琴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党委

在全厂开展了野和谐杯冶短文尧
摄影作品比赛活动遥该活动从 员
月 员日起至 员园月 猿员日结束遥

渊刘文东冤
银在计划生育宣传月中袁

水电厂计生办开展了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讲座尧 组织员工观看
计生科教片尧黑板报展评尧编印

计划生育学习园地等活动遥
渊张丽君冤

银近日袁 水泥厂原料车间
举行了迎新春趣味比赛遥

渊王玉焕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供水车间

工会组织员工进行了扑克尧跳
棋等趣味活动袁 喜迎新春的到
来遥 渊娄兴红冤

作为一名经常接触工业碱
液的班组安全员袁 我对安全上
的事情自然要认真对待袁 负责
到底遥 每检查出一个问题都严
格要求袁加强教育袁照章考核遥
尤其是针对那些不戴防护眼镜
的当班员工袁 我更是严加对待
野好生伺候冶遥 也许就是这太野叫
真冶的劲儿袁班里有些成员对我
是冷嘲热讽野情有独钟冶遥

在班组里号称野小刺头冶的
费辛就是比较典型的一名员
工遥 平时工作倒也尽心袁就是对
待安全工作不感冒遥 每每遇到
安全检查袁他是能躲就躲袁能藏
则藏袁企图蒙混过关遥

有一次袁在现场巡查时袁我
发现他没有按照安全规程要求
佩戴防护眼镜袁 就当场向他指
出袁 并对他这种行为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和教育遥 谁料我刚说
完袁 他就从兜里拿出一副没有
镜片只有镜架的眼镜来袁 嘴里

还振振有词地说院野看这眼镜腿儿滑得比屁都溜袁刚戴上
就掉到地上遥 这不袁眼镜片也摔碎了遥 这破眼镜质量不
好袁就是戴上也白搭遥 再说了袁你就是扣我俩钱袁是能吃
能喝呀钥告诉你袁同志袁别拿鸡毛当令箭浴把我这眼镜给
换换去袁哥儿们浴我也要讲安全呀遥 冶随后把那副没有镜
片的镜架塞到我手里扬长而去遥此举袁弄得我哭笑不得袁
肺都气炸啦遥 因为袁他这个没有镜片的破眼镜框已经糊
弄过我好几次啦遥
时隔不久袁一次袁他在岗位上停泵放料袁又戴着副没

镜片的眼镜去开碱液放料阀遥 由于物料压力太大袁从地
沟里反溅出来的碱液料浆直扑他的面额袁顷刻间袁高腐
蚀性的碱液进入眼球袁造成严重损伤遥
几天后袁我去医院看望他遥 一见到他被纱布蒙住的

双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袁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院野你这个
混蛋混球袁早告诉你戴好防护镜戴好防护镜袁你就是不
听袁糊弄我是不是钥自己不要命袁家人还要你呢浴爹妈老
了指望你来伺候袁孩子老婆指望你养活袁就你现在这个
混蛋样子袁你能干什么呀浴你知道吗钥费辛袁你这个大混
球浴 冶

野哥袁 你骂吧袁 骂狠一点袁 让我心里舒服点浴 当
初我要是听你的话袁 会成这样子吗钥 我真是后悔都来
不及呀浴 哥噎噎我对不起你噎噎冶 他痛哭不止遥

野不浴 是你对不起你自己浴 你这个混球弟弟呀浴 冶

骂

落 花

近日袁氧化铝一厂举办了迎新春娱乐活动遥 图为野齐心协力往前冲冶比
赛现场遥 刘英韬 摄影

王洽智

新一年的脚步

圆园园远年已匆匆过去袁
新的一年迈开了脚步遥
铝城这片皇天后土袁
收下了一串串祝福遥
是耶钥 非耶钥
在心中盘算着胜负遥
是成绩钥 是缺憾钥
回忆着收获和失误遥
在过去的一年里袁
有多少野是冶袁
又有多少野不冶袁
哪些是在描绘蓝图钥
哪些又是邯郸学步钥

观念是金子袁
从数据上早已公布遥
创新是灵魂袁

铝城人早有领悟遥
品牌是旗帜袁
旗帜下集结着队伍遥
形象是门面袁
咱的厂大门朝着日出遥
大发展靠的是大干袁
不能靠嘴皮子擂鼓遥
真要和世界接轨袁
这片天地要靠心血滋补遥

时代鼓舞我们前进袁
不同情抱残守缺的奴仆遥
前进青睐雄心壮志袁
再也养不起牢骚满腹遥
奋进吧浴
职员工同志们袁
每一个终点都是新的起点袁
胜利的彼岸袁
在企盼着我们同舟共渡遥
我们铝城的每一天袁

都会有一个喷薄的日出遥

厂区里第一场雪

年终岁尾的第一场雪袁
飘落成纷纷扬扬的花雨袁
凉凉地落在上班人的脸上袁
让人感到一种少有的惬意遥

和检修大窑时相比袁
它是另外一种感觉曰
想到刚下夜班时的状态袁
它有一种舒心的甜蜜遥

抬头看管网上下袁
闪闪烁烁袁点点滴滴袁
雄伟的厂房袁裸露的设备袁
都在进行一次雪的洗礼遥

来吧袁到大雪纷飞中来吧浴
对喽袁这是一次难得的雪浴遥
不是桑拿胜似桑拿袁
不在档次胜过星级遥

地球人都知道袁
它便宜得分文不取袁
咱们每个老百姓袁
都能享受得起遥

让我们的厂房袁
还有我们的设备袁
让我们的精神尧情绪袁
还有过去的劳累尧疲惫袁
都进行一次清理袁
都洗个干净彻底遥

大家都在雪浴中过把瘾袁
浴出一个全新的自己遥

让我们带着新一年的畅想袁
还有大发展的布局袁
以全新的面貌跨入新的一年袁
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遥

一个青工的遐想

一层层涌动的春潮袁
在胸中掀起波涛遥
运输机车的汽笛袁
总在耳边缭绕遥
这听惯了的悦耳声音袁
牵出脑海中一串问号遥

是让氧化铝进料袁
还是叫热力厂除焦钥
是催水泥厂外运袁
还是唤电解厂开槽钥

一遍遍仔细惴度袁
怎么也无从知晓遥
在喜迎开门红的时日里袁
不过有一点儿我能猜到遥

要召开职渊员冤工代表会了袁
一定是在嘱托代表遥
讨论时大胆发言袁
要认真听取报告遥

或者是在谈发展袁
或者是在说指标袁
噢袁对了浴 对了浴
是让大家紧密团结袁
把灿烂的明天拥抱遥

铝 城 新 韵 渊 组 诗 冤

要要要写在 圆园园苑 年职 渊员 冤代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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