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校毕业到参加工作袁 转眼间袁十
载春华已去遥蓦然回首袁想得最多的尧记
最深的袁还是那些可亲可近与我朝夕相
的同事们遥 每每想起他们袁我总有一种
要讲述的冲动袁总想拿起自己的心灵之
袁细细地描述出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平
的工作岗位上所彰显出的不平凡的敬
精神遥而当我真的想从第一个人开始描
的时候袁眼前浮现出的却是那一群熟悉
面孔袁而那一群熟悉的面孔又会随着我
思绪渐渐地幻化成一片充满生机的向
葵林遥他们用自己绿色的身躯忠实地守
着中铝河南分公司那一片碧水蓝天曰他
用自己金色的花瓣诠释着中铝人打造
年老店袁创建环境友好型和谐企业的永
信念曰他们总是齐齐地站在一起袁齐齐

地看向太阳袁默默地尧却又满怀希望地履
行着他们作为企业环保卫士的天职遥

河南分公司研究所环境监测站是由
圆 名科级主管尧远名专业技术人员和 员怨名
普通员工组成的专业团队遥 工作中袁你几
乎看不出他们职务的差别遥 因为多年以
来袁他们每一个人都习惯并严格地遵守着
自己的岗位规则和职业细则袁尽职尽责地
对待每一份工作遥监测站团结尧和谐尧富有
战斗力的优良传统在研究所也是出了名
的遥 无论是平常的常规监测袁还是临时的
应急监测袁只要工作需要袁打破班组界限尧
岗位界限是很正常的事遥 长周期尧昼夜连
续监测的情况经常出现遥 面对这种情况袁
他们圆满而出色地完成每一次监测任务遥

平凡的岗位袁和谐的团队遥 置身这样

的一个集体袁我曾无数次为我身边的这个
团队所感动袁 那一个个平凡而忙碌的身
影袁总是如老电影般深深地定格在我记忆
的深处院 在氧化铝一厂 源园多米高的悬浮
焙烧炉旁袁在碳素厂高楼部的顶端袁在热
力厂锅炉旁袁常常出现炉窑监测工头戴安
全帽尧脚穿绝缘鞋尧脸罩防尘面具尧身背沉
重的采样仪器穿行于那一台台大型除尘
设备间遥夜深人静时袁在生产厂区围墙外袁
噪声监测人员要走大约十公里的路程逐
个对 猿缘个采样点进行厂界夜间噪声的测
定袁他们打着手电袁认真而准确地读取和
记录着每一个噪声值遥生产厂区和居民生
活区的环境空气质量一直是企业职 渊员冤
工最为关注的袁参与大气监测的同事们总
是精心准备着每一张滤膜尧 每一组吸收

液遥 炎炎夏日袁经常能看到大气监测人员
坚守在大气采样设备前袁被灼热的阳光晒
得汗流浃背遥 寒冷的冬天袁雪花飘飞中你
又能看到他们静静地站在冰天雪地中袁用
自己温暖的双手紧紧地捂着吸收瓶袁生怕
因吸收液结冰而影响了监测质量遥在水电
厂工业废水处理系统旁袁 在高山赤泥坝尧
灰渣坝袁 到处都晃动着监测站员工的身
影袁他们时刻监控着工业固体废物对周围
环境和地下水的影响袁用心呵护着每一滴
宝贵的水资源和这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地遥

这就是我们的监测站袁这就是我心中
的那一片向日葵林袁每年尧每天他们都以
一种最为平凡尧最为朴实的方式绽放着自
己那一抹金色的光芒袁默默守护着心中那
绿色的希望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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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缤纷的色彩中袁我独爱着紫色遥
在我的潜意识里袁没有哪一种颜色比紫

色更神秘浪漫尧高贵典雅袁没有哪一种花比
紫色的花更清雅脱俗尧摄人魂魄遥 尤其是那
浅浅的紫袁在晨曦微露之时袁如烟如雾尧如梦
如纱袁清芬氤氲袁潜藏着一缕淡淡的轻愁遥

许多年来袁无论何时何地袁只要偶遇紫
色袁目光与之对接袁心灵总不禁为之震颤尧为
之欣喜袁不自禁地想去靠近它尧触摸它遥无论
深尧浅尧浓尧淡袁那一抹紫雾都如流荧一般划
过我的心头袁轻柔地抚慰心灵里那幽幽的感
伤遥

流韵的紫色真正触动我心灵的是在幼
年遥那时总被忙碌的母亲锁在屋里遥屋很小袁
我每天只能从一方不到一平米的窗口看世
界遥 窗口对着的是一个久未住人的破败荒
园袁园子里疯长着一些知名与不知名的树木
和蒿草遥深秋的园子破门颓墙尧断树残桩袁瑟
瑟的秋风横扫着几蓬衰草袁 甚是萧索荒凉袁
让本就孤独的我生出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忧
伤浴

寂寥的时光总是漫长而难以打发的遥早
上不愿起床袁独个躺在那儿袁望着用芦席搭
建的带有图案的天花板袁幼小的我将想象发
挥到了极致浴 根椐图案的形态袁我眼前幻化
出的是怒目圆睁的天兵天将尧温柔美丽的七
仙女和金碧辉煌的天宫尧瑶池噎噎

这些故事当然都是母亲讲给我的遥这期
间我还跟母亲学会了几十首唐诗袁诗的灵韵
和唯美丰富了我的想象袁 细腻了我的情感袁
将我熏染成一个玲珑娟婉尧多愁善感的小女
孩儿遥 那段时日袁我常常静倚窗台袁凝望窗
外袁任那绵长的思绪袁飞越荒园袁飞入高高的云端噎噎

一个清灵的春日袁窗外微雨遥我慵懒地望着园里泛绿的树木袁想象着园
子里原来住着的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袁为什么举家迁移遥正在胡思乱想间
不经意地发现树上吊着几串紫色的花朵袁 盈盈地垂挂在嫩绿的叶隙间袁那
样的耀眼袁那样的优雅非凡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色调袁这样的花形遥 我远远
地尧久久地凝望着袁小小的心儿激动不已浴

中午母亲回来时袁我指花给她看遥母亲说袁那是葛花袁不仅能食用袁还可
入药遥 说着母亲便想掐下几串做菜袁我死活不肯袁母亲拗不过也只好作罢

在以后的岁月里袁我也曾在别处多次见到过这样的花袁但无知的我却
始终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比花更美的名字要要要紫藤遥 直到学了宗璞的叶紫藤
萝瀑布曳袁看了王晓玉编的电视剧叶紫藤花园曳袁才真正了解了它遥 但袁那年
那月的那串淡淡的尧幽幽的葛花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袁装点着我五彩缤
纷的梦噎噎援

葛花依旧冬眠春发袁年年开放曰依旧那样静默悄然地开在不为人知的
荒园里袁开在那个精神世界贫乏尧枯燥的年代里遥它典雅婉约袁不事张扬袁它
不媚不趋尧不骄不狂袁总那样含笑盈盈尧温柔羞涩地吐露着芬芳遥 它清纯独
绝的气质一直浸润着我的灵魂袁 让我在人生路途中无论历经多少风雨袁都
保持心灵的纯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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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予敏

我心中的那一片向日葵林

诗人舒婷说院野我简单而丰富袁 所以我深
刻袁我简单而丰富袁所以我不简单袁保持简单的
心袁走不简单的路遥 冶

三年的赴日研修工作在忙忙碌碌中过去
了袁绚丽的红叶尧缤纷的樱花在记忆中逐渐退
色遥 而临出发时熏和亲朋分别的那一刻犹如昨
日历历在目遥 在拥挤的送别人群中熏当母亲絮
絮叨叨叮嘱我时熏大病初愈的父亲静静地坐在
一旁袁默默地看着我和亲朋道别 熏目光依然是
那么平静坦然遥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穿过拥
挤的人群坐在公司送行的大巴上熏感觉像是又
一次出游遥

在寻找窗外人群中的亲朋时熏 车开动了袁
我突然看到了身体虚弱尧鬓角灰白的父亲站立
在送别的人群里袁挥着手向我点头微笑着遥 我
知道他是在无言地给我鼓励和支持遥他在期盼
着我早日平安回家袁他在用眼神告诉我别忘了
回家的路遥 此刻熏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
来袁我竭力表现出坚强 熏含笑回应着父亲牵挂
的目光和渐渐模糊的身影遥

这是我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身影袁这是我
永远无法忘记的笑容遥 车厢内一片离别的哀
愁遥 此时袁我不由想起了齐秦的一首忧伤的老
歌院野原谅我袁装得如此毫不在乎遥 因为熏安慰的
话也不能够减轻痛苦遥 请你了解熏暂时的别离
只为开创一个新的美好前途熏请你等我回来寻

那条当初离开家的路遥 冶车子越走越远袁我的心依然留恋在家乡的上空袁因为
里有我永恒的回忆浴
我常常以为袁感动是人生奋进的最大原动力袁每一天尧每一段旅程尧每一个

生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袁无论它是快乐还是痛苦遥

张

峰

中岳之阴袁
大河之滨遥
三千英男舞山涧袁
八百靓女撼乾坤遥
瓦龙一现袁行云流水照明月曰
剑指一点袁疏梅弄影映星辰遥
玉女穿梭似飞箭袁
扫腿劈掌如游刃遥
金刚捣碓惊天地袁

击拳震足泣鬼神遥
三云手袁四面强袭化为水袁
双摆莲袁八方来犯碾作尘遥
武当山巅单刀戏玉兔袁
东瀛海滩长棍耍鸱吻遥
严冬运气融化伏牛千里雪袁
酷暑挥汗浇绿中原万亩林遥
舞罢欢歌汇一曲袁
健康和谐万事顺遥

爱 的 交 响 曲
阴 俞元平

太 极 人
阴 古 川

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袁 同时也是一个非
严厉的人遥 在家里袁父亲是我最怕的人袁也是我
敬重的人遥
男孩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在所难免袁 在父亲忍

可忍的时候袁 我自然难免屁股上会重重地挨上
巴掌遥 父亲对我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遥 小的时
袁在自己独立的思维尚未形成时袁倒没有觉得什
袁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在记忆中父亲原本伟岸
身躯慢慢地不再高大遥 我自以为我长大了袁很多
情可以自己拿主意了遥
其实父亲并不伟岸袁 身高不足 员苑园 厘米遥 但

袁在我心里袁父亲永远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浴 当
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袁 因为叛逆的性格和思维
不同袁我曾经顶撞过父亲袁看着父亲无奈地叹息
袁 心中竟有一丝获胜的得意遥 后来到外地上大
袁临别时袁从父亲牵挂的眼神中我似乎读出了什
袁 但是很快就被胜利大逃亡的喜悦冲得无影无
了遥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袁 忙碌的生活让我忽

了除了我自己以外的所有东西遥 当然袁也包括父
遥 甚至那时候觉得父亲每天晚上打来的电话都
点多余遥 至于我袁更不愿往家里打电话遥 除非是
底手头吃紧的时候袁 才会打电话回家催要生活
遥
上大学后袁和父亲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遥 说实

袁父亲看不惯我做事不计后果的处世态度袁我也
不惯父亲一成不变的领导训话般的教育方式遥
间久了袁我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遥 但作为
员干部的他袁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袁对母亲和
也是一样遥在我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的时候袁我
得父亲活得太累了袁 干吗要给自己那么多的束

缚呢钥
我慢慢开始理解父亲袁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遥

我的第一份工作袁是一名刑事侦查员遥 当我穿上那
身警服的时候袁 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在心间升
腾遥 我是一名警察袁我的责任是打击犯罪袁护一方
平安浴 与此同时袁 一种近乎恐惧的迷茫在心中弥
漫遥 我到底该怎么做钥 就在此时袁父亲给了我莫大
的鼓励和帮助遥 他说袁警察的职业很神圣袁我为有
一个当警察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遥 你作为一名
刑事侦查员袁 在工作中一定要胆大心细袁 善于观
察袁多动脑筋袁牢记职责噎噎父亲的谆谆教导让我
很快从迷茫中找到了方向遥

父亲自然知道刑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袁
他一如既往地打电话来袁 说的大都是些鼓励和鞭
策的话袁但语气中充满了牵挂和不安遥 当时的我虽
依然有些不耐烦袁语气却已没有了往日的生硬遥

一转眼袁参加工作已近六年袁在职场打拼的过
程中袁我深深地感觉到了父亲的苦衷袁也明白了父
亲为什么对我的那种近乎苛刻的要求遥 最重要的
是袁我明白了在这个社会中袁我依然是个不懂事的
孩子袁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遥 最近袁我突然发现父
亲原本乌黑的头发竟然增添了许多白发袁 我猛然
间意识到袁父亲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袁原来在我心
中永远都年轻的父亲也慢慢变老了遥 一种从未有
过的感觉涌上心头袁 我突然意识到袁 我已经成人
了袁不能再让父亲替我操心了遥 也许我和父亲之间
的那丝隔膜还需要时间来冲淡遥 但是袁我真的想让
父亲知道院儿子理解您了浴

我想用一句我二十多年都不曾说过的话来结
束这篇文字院爸爸袁您辛苦了浴 爸爸袁儿子爱你袁永
远浴

父 亲

袅 龙

韵 律 孟友光 摄影

也许是太多平淡的日子
平息了心中的波澜
也许参透了人生的况味
沉积成对现实的漠然
我向历史纵深处进发
去寻找圣贤
感受非凡
但是 就在那一刻
冲垮了所有世俗的羁绊
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生论调
荡然无存
灰尘弥漫中
我看不见
那一张张汗水和着泥灰的脸

机器轰鸣中
我感受
他们挥汗如雨的豪情和淡然
那分明是水泥铸成的
英雄群像啊
那分明是水泥人孜孜追求的魂
无须什么豪言壮语
他们在平凡中诠释着
世界上最壮美的诗篇
当夏日的阳光洒在水泥站台的时候
我懂得
这个夏天
为什么让我如此
深深感动

感 动
阴 陈俊霞

三趟旅客列车相继停靠上街火车站
最新消息院员园怨苑 次和 员员园员 次两趟旅客列车近日已开

始在上街火车站停靠遥
员园怨苑 次列车由郑州发往成都袁每天 员源时 园苑 分到达上

街火车站袁停车 圆分钟遥
员员园员 次列车由郑州发往兰州尧西宁袁每天 员源 时 源员 分

到达上街火车站袁员源时 源猿分发车遥
另外袁从 远月 圆园 日开始袁郑州开往洛阳的 源苑猿怨 次列车

也将在上街火车站停靠袁 该列车每天 员愿时 缘苑分到达上街
火车站袁停车 猿分钟遥

是春雨怀抱里
洒下的彩色的雨滴吗钥
是秋风衣襟里
飘落的
金黄色的树叶吗钥
老师领着一群娃娃袁
从幼儿园出来了袁
从林荫道跑来了袁
到绿色的草地上来了袁
像飞袁像飘袁
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来了遥

老师像风儿转着圈儿跑袁
孩子张开手臂在草地上跳遥
老师捧住了一片飘落的红叶袁
她捧住了哪个好宝宝钥
老师在数院一二三四噎噎
乐得小伙伴们手舞足蹈遥

老师抱住了一个红气球袁
她抱住了哪棵嫩苗苗钥
老师在数院一二三四噎噎
一张张脸儿笑得像三月的花苞遥

绿色的草地是一片海水袁
老师像灯塔在海上闪耀遥
孩子们像一只只帆船袁
也像一只只快乐的水鸟遥
船儿在浪里穿梭袁
风帆上袁阳光在笑遥
鸟儿在水面盘旋袁
翅膀上袁浪花在笑曰
给灯塔送去歌声袁
写出一页页爱的诗稿遥

这爱的交响曲啊袁
恰似老师和孩子那迭起的心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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