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着暑假跟儿子旅游时的照片袁我又一
次不由自主地掉泪了遥 说不清这是辛酸的眼
泪还是幸福的眼泪袁儿子初中三年的一幕幕
又一次浮现在眼前噎噎

儿子今年以 512分的成绩考上了高一遥
虽然分数不算高袁但我们已经很知足了遥 记得
小升初考试中儿子的成绩还不错袁 直接就上
了重点班遥 但整个初一成绩都一直在中等徘
徊遥 当时为了儿子的学习我也没少想办法袁可
到初一结束他的成绩还是在原地踏步遥 到了
初二上半学期袁 儿子在学校竟然开始抄同学
的作业甚至有时不交作业袁 结果我跟爱人轮
番被老师野请冶到学校好几次遥这种情形下我回
家训儿子一顿总是难免的遥 刚开始儿子还只
是低着头听我发火袁 可是后来他竟然和我顶
嘴院野你有完没完了钥冶野 唆够了没有钥冶野长大
了就是要饭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袁 用不着你
管浴 冶噎噎就这样袁渐渐地我与儿子的关系也
越来越僵遥 不管我怎么努力试图改变和儿子
的关系袁怎么操心他的学习袁都无济于事遥到初
二上学期期末时袁 儿子的成绩已降到了倒数
十来名遥 每次学校开家长会我跟爱人总是你
推我尧我推你的谁都不想去袁在单位听到同事
们议论孩子的学习时我也总是躲躲闪闪不敢
接话遥 其实我和爱人不管是上学时的成绩还

是工作都不比别人差多少袁 但一提起孩子的
成绩总是觉得抬不起头袁有说不出的委屈袁为
此我也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噎噎
眼看着已经上初三的儿子成绩没有丝

毫提高袁我总觉得有一种无力感要要要自己有
劲儿使不上袁天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遥 直
到有一天袁我路过艺术宫东门看到野百源教
育咨询冶袁就儿子的问题进行了咨询遥 那儿的
老师说他们是对家庭教育尧中学生的学习习
惯和学习方法的咨询尧指导与纠正袁可我当
时觉得孩子应该先补习功课才能提高成绩遥
咨询老师说院 其实孩子如果没有学习动力袁
或者是有了学习动力而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和方法袁总是会做很多无用功袁学习效率相
当低袁即使学习相当努力最后还是有付出而
无回报袁孩子自然就对学习失去兴趣了遥 中
国有句古话叫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冶袁说
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袁不如传授给人学习
知识的方法袁给孩子一条鱼不如教孩子钓鱼
的方法遥 看我当时还有点儿犹豫袁咨询老师
还说如果经过他们的指导与纠正孩子的成
绩仍然没有提高的话袁他们承诺退费遥 当时
我觉得既然有这种保障袁就决定让儿子接受
他们的指导与纠正了遥
三个月后袁我发现儿子的学习状态已经

开始改变了袁 我们的关系好像也缓和了很
多遥 那时我也给儿子作了承诺院如果中考能
上 500分袁暑假就带他去旅游袁只要在国内
去哪儿由他决定遥 旅游回来后袁儿子对我说
这是他初中三年最快乐的一个暑假袁也是最
快乐的一段时间遥 说以前成绩差的时候其实
自己也很痛苦院怕老师叫家长袁最怕听父母
训话袁所以到家就尽量少说话遥 说当时也想
把成绩赶上去袁但总觉得无从下手袁并且自
己也订过好多次学习目标袁但总是坚持不下
来遥 还说袁他要争取上大学前每个假期都能
像这个暑假一样快乐遥 其实在儿子给我说这
些以前袁总觉得他那时好像除了玩儿对学习
上的事情什么都不想袁没想到他曾经为自己
订过学习目标袁没想到他也会为自己的成绩
苦恼遥 突然觉得我那时对儿子了解得太少
了袁 总是恨铁不成钢看见他不学习就想发
火袁 而没能及时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他袁挺
内疚的遥 不过现在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院通
过这个暑假袁我们已经由原来的野死对头冶发
展到现在跟朋友一样的关系遥
儿子袁 其实这个暑假也是你上初中三年

以来我最高兴尧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袁真的希望
我们共同努力把这种快乐保持下来遥 渊小溪冤
咨询电话院67295258

张 丽

9 月 9
日袁 建设公司
野机械化杯冶第
三届职工软式
排球赛在 22
街坊灯光球场
拉开帷幕遥 建
设公司员工组
成的 13 支代
表队将从此在
为期 4天的比
赛中展开 44
场激烈角逐遥

杨 磊
摄影报道

王 艳

国画 作者 王健生

怨月 10日袁教师节袁正是金风送爽尧丹桂飘香的时节遥
每逢教师节袁我都会忆起自己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袁忆起
我亲爱的老师噎噎
怎能忘记袁初次踏入陌生的校园袁是老师用温暖的手

牵着我走进宽敞的教室袁引导我踏入知识的殿堂遥
怎能忘记袁当我遇到解不开的难题袁是老师不厌其烦

地讲解尧耐心细致地引导袁帮助我在求知的路上不断前行遥
怎能忘记袁当我的心灵遭遇困惑袁是老师用母亲般的

温言细语袁帮我拨开眼前的迷雾袁驱散心头的阴霾噎噎
亲爱的老师袁您用人类最崇高的感情要要要爱袁播种春

天袁播种理想袁播种未来噎噎
您的关怀如和煦的春风袁温暖尧滋润了我们的心灵遥三

尺讲台见证了您辛勤的耕耘袁洁白的粉笔书写着您平凡而
又绚丽的人生遥
记忆里袁 您给我们讲解的每一个章节都仿佛是一扇

窗袁打开它袁我们就看到了色彩斑斓的世界遥 有了您袁世界
才这般艳丽袁大地才充满春意浴多少次季节轮回袁多少个春
夏秋冬袁您用真情传播智慧曰多少个不眠之夜袁多少次灯光
长明袁漫漫长夜里是您伏案的身影遥
老师袁您是耕耘者和播种者遥 您的谆谆教导似阳光普

照袁像雨露滋润袁我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袁繁华似锦遥 您是
点燃我们心灵之火的火种袁您是承载我们一步步踏实攀登
的石阶遥
如果我能够袁 我将以对您全部的热情和敬重写下诗

篇袁赞美您的博大深远的胸怀尧无私奉献的精神遥
弹指一挥间袁走出校门已经十几年了袁当年的恩师都

已双鬓斑白袁桃李满园遥敬爱的老师袁我并不是只在今天才
想起您袁而是今天特别特别想念您浴阳光是我对您的祝福袁
星星是我关注您的眼睛噎噎
饮其流者怀其源袁学其成时念吾师遥当我在人生路上

疲惫懈怠时袁记忆中总会浮起您坚毅的面容遥

银9月 9日袁热力厂女工委进行了女工妇
科普查的宣传尧发动工作遥 渊刘 容冤
银9月 2日袁水电厂黄河水源车间在员工

中开展了野立足岗位袁向一个百分点要效益冶
宣传活动遥 渊高建华冤
银9月初袁后勤服务管理中心燃气公司从

班组职工中征集厂庆对联 20余幅袁 评出 10
幅优秀作品在黑板报上进行了宣传展示遥

(张宝陆)

银近日袁水电厂供电车间组织通讯员尧新
分配来的大学生进行座谈袁 对下一阶段宣传
工作进行了安排遥 渊张 芸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计量科利用

黑板报等形式进行了野历行节约冶宣传活动遥
渊张家兴冤

银近日袁 热力厂燃化车间组织员工利用
业余时间进行了软式排球训练遥 渊李 红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利用黑
板报进行了节约宣传遥 渊安爱峰冤

银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三车间开展了劳动
竞赛小故事征集活动遥 渊赵秀丽冤

五十年艰苦奋斗袁
五十年硕果累累遥
五十年汗雨成歌袁
五十年青春无悔遥

五十年是厚重的历史袁
五十年是崭新的起点遥
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袁
我们正谱写更壮丽的诗篇遥

侯建云

王
欣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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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铝城美袁
风景如画卷遥
厂区鲜花红胜火袁
街道翠叶绿如蓝袁
生活比蜜甜遥

遥看群山峻岭袁处处都在沸腾曰回望
走过的路袁步步都是风景遥 50年太长袁每
采一吨矿石袁都饱含艰辛曰50年太短袁岁
月把历史浓缩袁弹指一挥间遥

让我们把镜头回放袁 循着大山的脉
络袁追忆矿山发展史袁走进 1958年遥让我
们把脚步放慢袁瞧那烽火硝烟处袁不是盘
古开天辟地袁也不是群雄逐鹿中原袁而是
老一代矿山工人在小关的红土岭上展开
会战遥
清晨袁开工的哨子声在山谷回响曰中

午袁繁忙的工地上袁红旗漫卷曰老矿工啃
一口馒头再创业袁到天黑袁山岭上依然是
灯火灿烂遥
想后羿弯弓射日袁念女娲炼石补天遥

神雕侠侣袁都是英雄袁怎比我矿工力大无
限袁一年产矿石上千万曰壮志改山河袁浩
气贯长虹袁定让旧貌换新颜浴
岁月剥去一个个年轮袁 流星闪过无

痕遥翻越山山岭岭袁50年沧桑巨变遥我们
起航远渡袁尚未到达理想彼岸遥
奔驰的列车袁运走一吨吨矿石袁我们

的心也跟随着专列呼啸飞翔遥那里面袁浸
透着矿山工人的汗水曰那里面袁满载着矿
山儿女的心愿曰 那里面袁 有多少神奇故
事曰那里面袁有无数苦辣甜酸噎噎
时代车轮滚滚袁市场大潮翻卷袁资源

竞争白热化袁 铝矿山生存举步艰遥 抓资
源袁东突西击曰求发展袁南征北战遥 跨山
岭袁越溪涧袁一吨一吨寻矿源遥追月逐日袁

矿工与夸父赛跑袁不达目的不回还遥
50年采掘不息袁50年风雨历练遥 矿

工与大山为伍袁 用青春和生命写下了壮
丽诗篇遥
为了铝工业腾飞袁 为了打造中铝不

沉的航空母舰袁矿山人披星戴月袁奋战在
生产一线遥那里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袁
那里是星罗棋布的生产矿点遥 他们义无
反顾地投身于矿山事业袁不屈不挠曰他们
在深山里挖掘矿石袁心里怀着一个梦想袁
无悔无怨遥
站在高高的山梁上袁 他们如同南海

守礁的战士袁凭海临风袁自塑雕像曰奔波
在巨大的矿石堆场里袁 他们手持铁锤钢
钎袁野乒乒冶采样袁风雨吹出了满脸沧桑袁
却吹不掉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个坚定信
念遥 谁要问这里的矿石铝硅比含量究竟
有多高袁 不妨到采样工的脸上擦下一块
尘土袁化验结果会让你吃惊院这尘土与原
矿石一样袁 采样工的脸上展示的就是丰

富矿藏遥
老矿工爱矿如家袁一块石尧一棵草都

在他心里发芽遥几十年风里雨里袁眼看着
矿山长大遥 想着矿山袁梦着矿山袁一辈子
干在矿山遥 从少年壮志袁到满头白发袁老
矿工一生的心血袁都在大山里凝聚曰铝矿
山每前进一步袁都有他付出的代价遥矿山
形势不好袁会使他揪心难眠曰矿山跨进一
步袁都令他心驰神往遥
爱美的女矿工袁 向往大城市的高雅

逸致袁渴望打扮得亮丽动人袁如花一样遥
责任和使命却让她们与矿山结下不解之
缘遥 上山下乡袁矿仓堆场袁那是她们日夜
厮守的地方遥 一身灰石袁满脸风尘袁秀发
上也结满泥浆袁只剩下那颗爱美的心袁依
然红里透亮遥
啊浴可爱的矿山袁可爱的矿工遥载着

50 年大庆的喜悦袁我为您们歌咏曰在收
获梦想的秋季里袁来吧袁让我们共同舞一
曲袁歌罢起程再飞扬遥

一
四海英杰会河南袁
八方才俊聚中原遥
披荆斩棘筑基业袁
壮志豪情动河山遥

二
风雨征程五十年袁
千锤百炼志更坚遥

群英荟萃中原地袁
黄河岸边新洞天遥
日夜兼程不畏难袁
紧锣密鼓激战酣遥
巧夺天工创奇迹袁
铝业基地美名传遥
光阴荏苒鬓发斑袁
心系企业情无限遥

今朝铝都美如画袁
蓬勃春色满人间遥
实勤公高铸理念袁
凝心聚力谋发展遥
世界强企共愿景袁
团结奋进谱新篇遥

8月 20日袁
是铝城的节日袁
五十年前袁
创业者为铝城奠基袁
就在这一天遥

一条奋斗路袁
走了五十年遥
自强不息袁奋勇超前袁
中国的铝工业袁
傲然挺立在亚洲前沿遥

展望未来袁面对新的挑战袁
新一代铝城人又发下誓言院
挖潜增效袁克难攻艰
敢为世界前潮袁
再谱铝城新篇浴

沸 腾 的 群 山
要要要纪念矿业发展 50年

写

给

我

的

老

师

与儿子从 野对立 冶变 野朋友 冶

书法 作者 王健生

诗 二 首
要要要写在建厂五十周年之际

这 一 天
阴 王秋丽

五 十 年
阴 邓广顺

铝 城 美
阴 安爱峰

走出心灵的雨季袁走过一路的泥泞袁雨后
初晴袁才发现袁天空真的好美好美噎噎

白云朵朵袁随意漂浮袁缀天之蓝袁地之远曰
凉风习习袁吹衣袂飘飘袁拂发丝柔柔袁引树枝轻
舞遥 花儿向这个尘世展开迷人的笑颜袁沾雨带
露袁却更增添了几分妩媚袁几分妖娆遥 流水潺
潺袁有水草在水中舞蹈袁有小鱼儿在水中嬉戏袁
阳光照射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袁也将心灵
映得一片灿烂遥

走出心灵的雨季, 需打开心窗曰 打开心

窗袁发现这里风景独好遥于是学着用微笑包裹
伤感的花朵袁用快乐化解甜蜜的忧伤遥 于是袁
不再拒绝一朵花的微笑袁 不再害怕一滴雨的
来袭袁 将每一个灰色的日子袁 当做心灵的洗
礼袁 将每一瞬灰色的心情袁 化做记忆中的点
滴遥 风也罢袁雨也好袁不过都是生命长河中的
朵朵浪花遥因为有了浪花的撞击袁大海才波澜
壮阔袁 因为有了石头的阻挡袁 小溪才一路欢
歌遥人生因为有了种种不如意袁才引得人们一
路追寻袁一路探索袁一路攀登袁才因此而丰富

多彩袁才有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冶的豪迈,
才有野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冶的雄
心,才有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冶的闲适袁才
有野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
空云卷云舒冶 的淡定和超然遥 白居易有诗云院
野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遥 时时闻鸟语,处处听
泉声遥 冶多么美妙的景象,如果我们也能够用这
般热爱大自然的心情来热爱生活袁风雨只不过
是人生长河中的点缀和浪花罢了遥 不经历风
雨袁怎么见彩虹袁在风雨中学着长大袁学着微

笑袁学会将伤痛化为无尽的动力袁化为
不屈的意志和执著遥 走出心灵的雨季袁
走出心灵的沼泽地袁无须刻意地去寻找
彩虹袁因为袁彩虹就在心间噎噎

走 出 心 灵 的 雨 季

口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