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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时候袁喜欢在窗前站一会儿遥窗
外袁清清幽幽袁恬恬静静袁有绿树袁有绿草袁
有红色和白色的花袁有暮霭茫茫烟云淡淡遥
窗外的风景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袁 无论

过去尧现在和将来袁也许一生中的许多回忆
会经常停歇在这里遥

窗外袁一草一木都散发着清新的气息遥
月亮和繁星在这片风景中找到依托袁 成为
草尖尧树叶上晶莹的露滴遥 听树枝尧青草与
晚风的低语袁 能感受到这片风景在幽静中
洋溢的沸腾袁 在喧嚣中积淀的沉寂遥 而清
晨袁霞光是这片风景中最美的丝线袁缀满飞
扬的祝福袁缀满流云和鸟语遥

四时风景各有不同袁 窗外风景中的生
命是热烈蓬勃的遥草叶上洒满太阳的碎屑袁
小草花开得含含蓄蓄袁如果要写故事袁这些
应该是春天童话中的主题遥 喜欢那花草和
树木在夏日的风中沉默袁 沉默中不需要任
何语言来描述满眼绿意尧满心欢喜遥 读诗袁
喜欢夏天野荷风送香气袁竹露滴清响冶的静
谧袁也喜欢夏天 野北轩凉吹开疏竹袁卧看青
天行白云冶的随意遥我的窗外袁没有荷花尧绿
竹袁却有青天白云遥心还在夏日的蝉鸣中沉
浸袁夏韵却悄悄地从炎热转到轻凉遥 秋天袁
落叶轻轻飘袁红色的不很多袁多的是深绿和
浅黄袁平淡朴素的色彩袁恬静而优雅遥 依窗
听秋声袁会有许多联想遥 冬天袁看窗外雪花
飞舞袁是最惬意的事遥 说起四季的花袁雪花
应该是最奇特的了遥 当雪花轻盈地在窗外
舞蹈袁伸出手去袁一个季节的美丽就在掌心

了遥
红红紫紫的花飘落在走过的路上袁深

深浅浅的绿点缀在路过的风景中遥 风朝雨
夕袁窗前袁一帘灯光静静地照亮苍穹袁每每
让心觉得温暖亲切遥有灯光的夜晚袁心觉得
踏实遥
因工作调动的缘故袁有一段时间袁独自

住在山畔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地震棚
里遥住进去的时候袁那棚子的石棉瓦有不少
破损的袁木头门窗也已经朽了遥 打扫卫生袁
搬进简单的生活用品袁 安顿住几乎占据了
一大半空间的书袁 我就有了还算不错的栖
身之地遥喜欢居住地的安静袁周围有很多白
杨树袁有茂盛的荒草袁有农民耕种的山地袁
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坟茔袁有深深的山涧袁有
蚂蚱和蟋蟀在窗外长着青草的碎石堆上跳
跃歌唱噎噎只是没有任何邻居袁 窗外看不
到任何灯光遥夏天的夜晚袁经常有磷火被风
刮到窗前舞蹈袁 有蛇和老鼠在棚顶争斗嬉
闹噎噎当时袁灯下彻夜读书是最佳的选择遥
后来袁那些时光成为心中一段恬静的记忆遥
用自己的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袁 温暖

很真切地在自己的手中遥 当所有期待的色
彩在时光的磨砺中褪去袁 日子是无色无味
的水噎噎
窗前的风景有时是淡淡的却怎么也化

解不开的思绪遥一声轻微的叹息袁让春天猩
红的花朵袁在记忆中再次绽放遥 那一刻袁思
绪如溪水袁 清清浅浅流入心田袁 怅惘如飞
雪袁纷纷扬扬飘洒在天际遥

相信人和风景是有缘分的袁 没有早一
步或者晚一步遥如果早一点袁也许你的阅历
让你读不懂风景中的矜持尧灵动和庄严袁如
果晚一点袁一个小小的变数袁就会让眼前的
一切面目全非遥 无法悟透窗外云影变幻的
奥秘袁春天在期待中走远又走近遥在对风景
的欣赏中袁感悟了很多遥这世上有太多这样
那样的无奈袁风雨中珍藏一方美好袁心灵在

欣赏风景中升华遥
看着窗外变幻的风景袁 有时会想起读

过的种种故事袁 那些故事在流光飞舞中重
复袁 仿佛深山丛林中一片片在四季轮回中
萌生又飘落的叶子袁繁盛尧孤寂而豁达遥 阳
光如读过的文字在期盼中堆积袁 叠出窗前
美丽的景色袁成为心中独特的风景遥

野碳素杯 冶软式排球赛圆满结束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拓 实习生 李 红冤9月 27 日袁中铝郑州

企业野碳素杯冶软式排球赛决赛及闭幕式在灯光球场举行遥 建设公
司尧工程公司尧水电厂获得前三名遥

导 师 带 徒 促 报 社 发 展

本报讯 渊记者 奚望丞冤10月 7日下午袁中国长城铝业报社举
行了导师带徒签字仪式袁周玉梅与李建鸣尧赵敏与许拓结成导师带
徒对子袁并签订了为期 1年的导师带徒合同遥

小 关 矿 文 化 广 场 启 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于万勇冤9月 25日袁总投资二百五十余万元
的小关矿文化广场正式启用遥

为提升矿区文化品位袁丰富广大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袁在矿业公
司党政领导的关怀下袁今年年初袁小关矿启动了文化广场建设工程遥
经过广大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袁 文化广场主体工程于 9月 24日竣
工遥该文化广场有下沉式喷泉尧观演平台尧园林设施和大型电子液晶
显示荧屏袁是一个集休闲尧健身尧娱乐尧企业文化宣传于一身的现代
化大型文娱场所遥

李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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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清晨袁 当欢快的小鸟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袁
拉开窗户袁放眼望去袁看着窗外蓝蓝的天袁满眼
的绿袁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凉爽空气袁美好的一
天开始了遥

夜晚袁夜幕中的天空繁星点点袁我用心灵
的笔袁描绘着一天的生活感受袁月亮展露着温
柔的笑容袁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遥
当我们从哇哇坠地的婴儿成长到为人妻

为人母袁 父母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与汗水曰从
上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袁 是老师呕心沥血袁为

我们默默奉献着光和热遥
刚参加工作时袁 老师傅

耐心给我讲解理论知识袁指
导我实际操作袁 使我对工厂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遥 随着企
业发展袁科技进步袁我的工作
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袁宽
敞明亮的工作间袁 半自动化

设备取代了手工操作设备袁我的工资也从刚进
厂的 50元涨到现在的 2000多元遥 一个健康的
身体袁一个好家庭袁一份好工作袁一群好朋友袁
生活给予我太多的恩赐袁我怎能辜负生活钥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学会了感动遥在感动中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袁用微笑去对待每一天遥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袁感谢父母袁感谢师

长袁感谢朋友袁感谢我工作的企业袁感谢我生活
的铝城遥

上街原来巴掌大袁本没有山遥上街向
南十余里的地方袁有一座五云山遥这座山
在荥阳市峡窝乡的最南端袁 天气只要晴
朗袁抬头可见遥两年前峡窝乡全部划归上
街区管辖袁 这五云山便成了上街唯一的
山遥
上街有了五云山凸显上街之大袁五

云山也因上街而闻名遐迩袁 犹如北京和
香山袁香山和北京遥
五云山确实是阴阳互补刚柔相生的

天造仙作遥山之阴袁坡缓路宽袁绿荫掩映袁
柳暗花明九曲十八弯袁尽得阴柔之美趣曰
山之阳袁悬石断壁袁直上垂下袁一夫当关袁
万夫莫开袁可感受君临天下之威风遥登高
望远抒天地之幽情袁 可以小上街袁 小荥
阳袁乃至小中原袁小天下遥 上街人因为有
了它袁平添了不少寻幽探胜尧抒发胸臆的
雅意和有氧健身的方便遥
五云山虽然小袁高不过三五百米袁却

包容了三重天袁是一个小宇宙的构架遥一

重天在山脚下遥 只有一个专为游人开设
的小饭店袁就在山脚下的窑洞里袁返璞归
真全无城市的奢华遥 菜肴绿色环保合乎
现代人们的饮食理念袁 因此也就价格不
菲遥 山里原始清静袁只住一户人家袁四周
一派田园风光袁清晨黄昏袁鸡犬相闻袁世
外桃源一般遥二重天在山中遥山之阴而又
向阳的地方袁星星点点几座坟茔袁醒目地
竖着几座青石墓碑袁 像几个老人不知疲
倦地诉说着往日的故事遥三重天在山顶遥
不用说袁有两座庙宇袁一大一小袁错落于
山峰顶端遥 有意思的是由于山区的欠发
达袁 这里供奉的神仙也只能在简陋的穷
庙里屈就了遥但这并不太影响神的威严袁
更不影响人们对神的信仰和敬畏遥因此袁
这两座颇为简陋的庙宇袁 照例是这一带
贫困地区人们洗涤心灵和祈求福祉的圣
殿遥
五云山一年四季各有千秋遥 春有春

的嫩绿袁夏有夏的生机袁秋有秋的成熟袁

冬有冬的含蓄遥爬五云山袁已经成为上街
人生活的一部分遥一年爬到头袁锻炼了身
体袁也收获了不少的感慨和诗意遥但是雪
夜孤身游五云袁 却是我这两年爬山最大
的收获了遥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袁 第一场
鹅毛大雪不声不响地悄悄降临人间遥 下
班后袁带着强烈的踏雪渴望袁悄然一人来
到五云山下袁开始了那独特的雪夜之行遥
正值黄昏之际袁 整个五云山沉浸在

银白色的世界里遥虽然已是夜色朦胧袁但
雪却以它的晶莹和洁白顽强地推迟着夜
的脚步遥

在孤寂的雪夜独自登山很特别袁那
感觉犹如独自攀登珠穆朗玛峰遥 感受那
雪中孤寂的人家尧那山坡尧那坟茔尧那庙
宇尧那山林袁还有那偶有的犬吠袁也就千
真万确地感觉到风雪交加空空荡荡的大
山上只有自己一个人遥 雪中的心情是那
样的安详和宁静袁宁静得忘记了胆怯袁忘

记了孤独袁 只顾享受着对雪山独自的拥
有遥
山上的雪下得更大袁更厚袁简直是银

色的雪的世界遥不袁是上天为大山铺下来
的一张过冬的大棉被袁 紧紧地把山盖在
了它的腋下遥在冷风的挟裹下袁雪花变成
了冰花袁打在衣衫上啪啪地响得像飞箭袁
落在手脖上像玉珠袁凉凉的袁立刻又弹射
出去遥 山顶的那片小树林袁披着银装袁更
像摆放在五云山顶的一盆微缩的景观 遥
登上山顶袁 天边最后一丝昏暗的光

亮也消逝了遥 整个山峦笼罩在无边的黑
暗当中遥这时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袁陪伴
着这个风雪之中无人照管的破庙袁 莫名
的恐惧突然袭上心来遥 记得一个朋友曾
发奇想院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袁一边
吃着火锅袁一边欣赏罩子外边的雪景袁既
不用受冻袁又可以观赏雪趣遥这倒是热爱
生活而又害怕困难的人的一个浪漫幻
想袁可细想院如果没有了雪的簌簌的细响

和冰冰的凉爽袁那还有什么雪的真趣呢钥
更不要说这身临其境的对孤独的享受和
莫名的恐惧袁 也是任何方式也不可替代
的浪漫经历了遥
对黑暗和静寂的恐惧让我赶紧哼起

了小调袁打开了小手电筒遥一束电光划破
雪山静寂的夜空袁 在白花花的树丫和雪
地上摇曳搜寻遥 密匝匝的雪花飞舞在雪
亮的电光中袁又融化一般消失在黑暗里遥
山下灯火阑珊袁想必从山下看袁这电光当
是天上的一颗闪烁的星星了遥 可是谁会
想象出山上这颗星星其实是一个孤胆游
人在雪夜做的把戏呢钥 想到这里心中油
然而生出快意袁 刚才的恐惧像雪花一样
在风中飘散融化了遥
在孑然一人的雪山顶向下回返袁好

像完成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袁 颇有
成功感遥 置身这寂寥空旷的山野和这风
雪迷漫的黑夜袁 真的就有了神游成仙的
感觉遥借助电光袁看来时深一脚浅一脚刚
踏在白雪上的脚印袁 弯弯曲曲袁 伸向黑
夜遥 那种真实袁正如穿越时空隧道袁让时
光倒流袁回到了从前遥 只是越向山下走袁
那脚印越浅袁直到被大雪无情掩盖袁犹如
久远的历史被时间尘封袁 刚才那风风火
火闯雪山的孤胆英雄情景袁 像根本没有
发生一样遥 现在只是刚刚从天上下凡了
一个雪山野仙人冶袁要去那山下的世界体

验人间的生活遥
正在冥想神游之际袁 疾走的脚下突

然一滑袁空寂的山里一声脆响袁四脚已经
朝天遥在黑夜袁在雪中袁在无人的山路上袁
摔得手脖子生疼袁也就摔得很英勇遥摔倒
意味着遭受挫折袁 所以要立即从雪地上
爬起来袁虽然无人看见遥意外的收获是摔
疼的手袁过一会儿袁却热乎乎地舒服袁这
收效是平时体育锻炼达不到的遥 下得山
来摔了三次袁滑了无数次遥
走到山外袁 城市乡村都笼罩在灯火

通明之中袁 飞雪在与城市的温暖相拥中
融化袁雪水在柏油马路上泛着亮光遥爬雪
山的感觉倏然消失遥我突然想袁雪山虽无
草木和色彩袁 但那洁净的环境和空气却
是那么清新自然袁无与伦比遥为什么非要
春光明媚袁山花烂漫钥为什么非要桃红柳
绿袁郁郁葱葱钥 荒芜也是一种存在袁是原
始的起点袁是浑沌创世的开端袁是一切生
命即将开始的等待曰 那白色就是那五颜
六色斗奇争艳的舞台袁 因为它没有其他
色彩袁所以可以描绘出斑斓的色彩遥
记得第一次爬五云山袁 山脚下有一

块字迹模糊的石碑袁 上书繁体字院 五云
山遥同伴脱口念成了院野王爷山遥 冶从那时
起我就觉得那的确是一座王爷山要要要我
的王爷山遥

文学协会举 行创作研讨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周玉梅 通讯员 安爱峰冤近日袁中铝郑州企业
文联文学协会举行了创作研讨活动袁 总结今年年初以来的工作袁探
讨思考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学协会的工作思路和方针袁安排近期
工作袁并针对文学创作怎样为企业服务尧为职渊员冤工服务进行了研
讨遥

我 的 王 爷 山

10月 2日上午袁美丽的郑州绿城广场花团锦簇袁以
离退休人员尧 内退职工为主要成员的红枫叶艺术团为
来自亚洲各国的宾朋献上了一台以中老年人歌舞尧戏
曲尧服饰表演为主的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冶专场文
艺演出遥 这是我公司红枫叶艺术团应邀作为唯一的中
老年团体参加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演出遥 在公司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袁 红枫叶艺术团为这次演出进行了两个多
月的紧张排练遥
演出在热情奔放的叶花舞春潮曳中拉开帷幕遥细腻

婉约的舞蹈叶小河淌水曳极具浓厚的民族气息袁女声小
合唱叶远方的旋律曳带来异域风情袁潇洒活泼的服饰表
演展示出了中老年人的金秋风采遥此次红枫叶艺术团
亚洲艺术节专场文艺演出汇集了艺术团成立近 9年
来的优秀作品袁 其中有曾经获得河南省 野群星奖冶的
叶黄河枣娘曳尧获得郑州市老干部艺术节大奖的女声小
合唱节目等遥演出在叶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曳的大联
欢歌舞中结束袁展示了中原儿女的热情遥

图淤于盂均为演出场景遥
姜新文 刘铁智摄影报道

感 恩 的 心

九月菊
抖擞黄金狮子头袁笑看寒菊耐霜秋遥
两季绿茵岂空待袁秋思一发不可收遥
纵使严冬凋作尘袁清志在根亦难丢遥
明年花稀叶疏时袁一丛浓香润神州遥

醉红枫
不傲春夏默青青袁怀素抱朴山林中遥
一朝秋风似酒醉袁二月花开傲霜枫遥
树燃秋山情如火袁叶吐胭脂留芳踪遥
红妆飘逸信来去袁固守家园斗严冬遥

鹅卵石
原为山岩遭崩塌袁命陷激流任冲刷遥
漂泊万里置浅滩袁世人嗔怪多圆滑遥
棱角分明成旧忆袁身作鹅卵归无家遥
何如携浪奔腾去袁江河不尽浪淘沙遥

墨竹
奇色天成独一格袁丹青巧作须重墨遥
临溪傍水照清影袁滴翠凝节听传说遥
岁岁争春新笋嫩袁人人惊艳故事多遥
高风千古竹入画袁胜却板桥三两棵遥

王琳宝

诗 歌 一 组

窗 外 的 风 景

山水 晓峰 摄影

淤 于

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