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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先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袁同事拿给
我一首诗袁说是老总编从南阳老家托人专
门送来的遥

浅黄色的纸笺上袁竖着排列的诗行整
洁而俊拔遥 诗行之间用笔精心画了竖 杂花
纹以作分割遥 看着这熟悉的笔迹袁仿佛看
到了老总编儒雅而亲切的面容遥 老总编退
休之后回到他的家乡袁从我们的工作中和
视线里离开已然八年了遥

有人说写诗是年轻人的事袁因为他们
充满激情遥 从未见过刘总编写诗袁年近古
稀的他袁 竟然写出如此情真意切的诗行袁

想必是多年的情感抑制不住的迸发吧浴
果然袁几十年的情感在短短的诗行里

流淌院有追忆袁有留恋袁亦有牵挂噎噎朴
实尧真挚尧无华袁一如他的品格遥 读着读着
不由得让人感动噎噎岁月如风袁 岁月如
歌袁往昔的点点滴滴又涌上心头袁其实在
我们的心灵深处袁又何尝没有对老总编的
牵挂遥

老总编的诗行袁是他的心声袁也是我
们的心声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诗
行袁倾听这撼人心肺的心声袁感受这蕴积
八年的情感遥

记得袁
那是八年前的一天袁
我正式退下遥
也是我离开报社的那一天袁
我的心情袁
是那么的依恋袁
那么的痛苦遥
我好像失去了什么袁
内心的空荡袁
内心的无奈袁
平生从未体验过遥
尽管同事们相送袁
好言劝慰袁
我也露出笑脸袁
应答着袁
但我的眼睛袁
湿润了遥
模糊不清的双眼袁
还是依恋着张张笑脸袁
依恋着工作多年的房间遥

汽车发动机响了袁
开动了袁
可我的心啊袁
好像磁铁吸住了袁
一动不动袁
仍然停留在那里遥
无情的汽车袁
把我托向远方袁
可我的眼睛袁
还呆呆地盯着渐远的人们遥
无情的车啊袁
有情的人袁
车把人带进了更广阔的乡村遥

弹指间袁
已过八年袁
可报社那段工作情袁
那些往事袁
特别是报社的每一个人袁
他们的音容笑貌袁
他们的言行举止袁
他们的工作态度袁
他们的敬业精神袁

使我永远不能忘怀遥
虽然离开了繁华的城市袁
但我的心哪袁
还是和同事们在一起遥

乡居时间虽久袁
可他们袁
并没有忘记乡间的我袁
多次驱车来看望遥
每次相见袁
我是那么的要要要高兴尧感谢和感激袁
还感到莫大的安慰遥
彼此之间袁
心更贴近了袁
仿佛又回到了火热的当年遥

我何曾没想过要要要
重回上街袁
重登小楼袁
重会同事袁
重叙友情袁
可我一想起那野三室一厅冶眼注演袁
转一圈袁
走一趟袁
还觉那么难遥
真是院
相隔几重山袁
想见行路难遥
现实是这样袁
可在梦境里袁
时常能相见遥
每次相见袁
是那样的开心袁
那样的快乐袁
那样的亲热袁
那样的和谐遥
每次相见袁
总是院
千种风情倾不尽袁
谈笑风生忆当年噎噎

注院野三室一厅冶指郑州市尧洛阳市尧南阳市
及其中间地带遥

编者的话院

银缘月 圆圆 日袁氧化铝一
厂组织各车间女工委员进行
了计划生育政策知识答卷活
动遥 渊王丽娜冤

银缘月 员远 日袁上街区政
府计生办召开了 野上街区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
议冶袁 中铝郑州企业热
力厂等 愿 个单位荣获
上街区先进单位称号遥

渊王金霞冤
银缘 月 员猿 日袁氧化铝一

厂电气车间钓鱼协会十余名
员工渔族举行了钓鱼活
动遥 渊袁媛冤

银氧化铝二厂管道化车
间自从去年成立以来就一直
把关心员工日常生活放在首
位袁缘月 员苑 日上午袁 该车间
举行了厨艺大比赛活动遥

渊刘国华 宋志强冤
银日前袁 运输部组织人

员制作了 员园块黑板报袁宣传
计划生育政策遥 渊禹露冤

运输部宣传报道工作措施到位成效显著

李庆新

回忆能让时光倒流遥
故乡的小河永远珍藏在我的回忆当中遥
故乡在豫西的一个山村遥四面环山袁中间是一

窄窄的小河袁 两边岸滩宽阔遥 小河源自大山深
袁流向了外面的世界遥 河床上遍布的泉眼袁让小
终年清泉长流遥是流淌的小河袁把山脚下星罗棋
的村落维系在一起袁祖祖辈辈在这里辛勤劳作遥
从家里通向小河袁约有几百米遥 沿路两旁袁除

石砌的村舍尧土坯或是蒺藜围成的院墙袁就是杂
杂八的桐树尧柿子树和黑槐树遥春天袁桐花绽放曰
天袁槐花飘香曰秋天袁一树红彤彤柿子如灯笼遥这
切把村子装扮得像过节一样遥
小河是山村里孩子们的天堂袁 就像现在城里

儿童游乐场遥 捉泥鳅袁捞河虾袁甚至河面上的浮
和悠长的蛙鸣袁都会引起孩子们的欣喜遥折些柳
条袁编一顶帽子戴上袁腰里再别上一把木制的手
或是用树杈做的弹弓袁 就可以
动一场野战争冶遥 在棉花堆里找
些棉花虫袁 或是夜里去捡一些
蛹袁稍作处理袁便会成为我们解
的美味遥
小河是天然的洗衣房遥 夏日

袁赶上一个好天气袁小媳妇尧大
娘三三两两袁端上一盆衣服袁带
棒槌和晾干的皂角袁 找一个离
眼近的地方坐下袁 搬几块合意
石头放好遥 洗衣服的时候袁女人
嘴也没闲着袁 不时会发出一阵
朗的笑声遥 一不小心袁谁的洗衣
槌或是衣服被河水冲走了袁旁
玩耍的孩子就会争着跑过来袁
小河里奔跑追逐袁 捡回来后还
得到几句夸奖遥 河滩上的鹅卵
特别干净袁也晒得烫手袁正好将
净的衣服摊在鹅卵石头晾干袁
河滩点缀得色彩斑谰遥
小河是山村的舞台遥 听大人

袁 大跃进时整个河道是大炼钢
的主战场遥 这里召开过公审大
袁也举行过社戏表演袁但最热闹
是放映露天电影遥 每逢周末的
晚袁幕布刚拉好袁下面就已经摆
了各式各样的板凳袁 整个河道
人来人往袁很是热闹遥
六岁那年袁 妈妈带着我和姐
离开了家乡袁 去和远在千里之
当兵的爸爸团圆遥 两年后袁爷爷
了重病袁 部队也批准了爸爸转

业的请求袁举家回到了老家所在的那个县城遥我在
县城上学袁回老家就少了遥 但每次回去袁只要一进
村口袁都有好客的乡亲们跟你打招呼袁一直到你走
进家门口遥还有的人跑到家里报信儿袁家里人也会
大老远地迎出来遥乡亲们半开玩笑地说院城里人回
来了遥除了热情袁还有的就是羡慕遥每次回去袁都少
不了亲近那条弯弯的小河遥

上初中后袁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袁可每次回
去袁都要留心身旁的小河遥 渐渐地袁发现小河的水
越来越小了袁泉眼越来越少了遥村子附近也陆陆续
续建起了水泥厂尧 耐火材料厂和小煤窑尧 小铝石
窑遥村头的柿子树莫名其妙地一棵棵枯萎死去袁秋
天也变得不如从前灿烂遥河床上垃圾随处可见袁污
水横流袁再也看不到浣衣的村姑袁听不到纯真的笑
声遥村子里许多人家都盖起了二层小楼袁但家家关
门闭户袁当年熟悉的面孔变得衰老袁年轻的面孔也

变得更加陌生遥
再后来袁爷爷尧奶奶相继离我们而去遥 发家致

富的强烈愿望袁使许多亲朋都在生财之道上狂奔袁
以此赚足面子和尊严遥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袁
就是到了一起袁话题也是有什么生意可做尧能赚多
少钱遥亲情的纽带变得有些脆弱袁乡亲之间也在变
得冷漠袁恬淡悠然的田园生活一去不返遥回家的路
越修越宽袁但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遥

如今袁 客居上街多
年袁 许多童年的记忆开
始模糊袁 但家乡的小河
依然萦绕在心遥 真希望
有一天袁家乡的小河袁一
如童年那般清澈遥 乡风
亲情袁 一如昔日那般敦
厚噎噎

故 乡 的 小 河

本报讯 渊通 讯 员
李庆新冤日前袁中共郑州
市委宣传部尧 郑州市总
工会尧 郑州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尧 郑州市广播
电视局尧 郑州市音乐家
协会尧 郑州电视台联合
举办了 野郑州市企业歌
曲大赛冶遥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
工会选送了职 穴员 雪工自
创的 员员首歌曲参赛袁共
有 远首歌曲获奖遥

其中叶乡情曳获一等
奖 曰叶我爱你 袁 我的铝
城曳尧叶铝业工人之歌曳获
二等奖曰叶共建和谐新天
地曳尧叶我们是光荣的氧
化铝人曳尧叶大坡顶村曳获
三等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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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欧阳建设冤今年年初以来袁
运输部宣传报道工作紧紧围绕运输生产经营中
心袁 充分报道了运输部在三个文明建设方面涌现
出的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袁 切实发挥出了宣传工
作鼓舞尧动员尧教育尧引导作用袁大力弘扬了运输人
野开拓进取尧逢一必争冶的创新求强精神袁实现了运
输部宣传报道工作新的飞跃院 截至 源月 猿员 日袁该
部累计在省部级以上媒体刊登稿件 苑苑 篇袁位居中
铝郑州企业各二级单位榜首遥 另外袁在叶中国长城
铝业报曳刊登稿件 愿员 篇袁长城铝电视台播发新闻
远员条袁河南分公司大屏幕播发新闻 源员 条袁为提升
运输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

年初以来袁运输部紧紧围绕运输生产各个阶
段的中心工作袁多措并举做好宣传报道工作遥 一
是领导高度重视袁为宣传报道工作创造了良好环
境遥 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袁促进了宣传报道

工作走向制度化尧经常化遥 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袁运输部根据近年来从事过宣传报道工作的所
有人员的稿件发表情况袁成立了内宣组和外宣组
进行统一管理遥 并依据分公司有关宣传报道的考
核规定袁及时建立了相应的奖励机制遥 三是选准
报道主题挖掘深度袁加大宣传报道针对性遥 针对
不同阶段尧不同时期的宣传工作需要袁坚持野宣传
报道紧紧围绕运输生产经营实际袁 挖掘科技创
新袁突出生产一线冶的原则袁以野认清形势尧明确任
务尧降本增效尧创新发展冶大讨论活动袁和野特色党
支部冶尧野党员先锋岗冶 创建等主题活动为宣传重
点袁深入报道了河南分公司以及运输部面临的新
形势尧制订的新思路尧实行的新举措尧取得的新成
绩袁为运输生产
和谐发展营造
了浓厚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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