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日记本里，珍藏着一片过了
塑的枫叶。凝视着这片珍藏了二十多年
的枫叶，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充满友情，
充满憧憬的那个年代。
那时我在施工单位工作，常年累月

在外施工。平时上班很忙很累，过年过节
放假时人员又少，没法组织有趣的活动，
空虚和彷徨充盈了青年人的思维。
那年十一放假，我们留守在机关大

院的七八个青年男女一时兴起，相约到
附近的一个无名山上去野炊。早上，大家
采购了许多食物后，便徒步沿着河边向
那个绿葱葱的山上走去。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山脚下。稍稍休息
后，大家分头寻找山道向上攀爬。我和平
时相处很好的一位女孩一起，边闲聊边
向山顶攀爬。当我们爬到半山腰一个较
为平缓的坡地时，己累得气喘吁吁，我提
议在一颗枫树下休息一会儿。背靠着枫

树树干，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太
阳，举目远望，无限田野风光美景
尽收眼底，一种兴奋放松愉快的
心情油然而生。
秋日凉风习习吹来，吹走了疲倦和

劳顿。我们兴奋地谈工作、前途，谈各自
的美好愿望。突然，一阵风过，一片枫叶
飞去很远很远。当我望着这片无拘无束
的枫叶在天空中自由飞舞时，女孩问：
“你喜欢红枫叶吗”？我说：“喜欢。”“那我
送你一片又红又大的枫叶吧！”说完，她
两手拥抱着枫树，两脚一蹬一步步往树
上爬。当我回过神来，她已越爬越高，头
上的蝴蝶结和一头浓黑的秀发不断地挂
到树枝丫上。直到她爬到一个较大的树
杈上，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的目光停在一片鲜红的枫叶上。

在阳光下，这片枫叶格外耀眼。风吹过，
叶片左右翻转，就像一个兴高采烈的顽

童。她慢慢地将枫叶采摘下
来，轻轻地在唇边吻了一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口
袋，顺着树干慢慢地滑下来。

我的心弦终于松弛了下
来。
到底是常干活的女孩，爬

树采摘轻松自如，出手稳健。
此时，女孩的脑门上汗珠正顺
着她通红的脸颊流下来。
“唉，好看吗？”她笑着问

我，把那片红红的枫叶递了过
来。
“好看。你为什么这样喜

欢枫叶？”我问。

女孩抬起头来，羞涩地笑了笑：“因
为秋天的枫叶给人一种热情奔放，一种
充满温暖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女孩秀发下的笑容，显得格外好看。

她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十分庄重地对我
说：“请帮我好好保管，有一天我会来
取。”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女孩所说的话
时，她已随着银铃般的笑声向山顶走去。
手里拿着这片红枫叶，看着女孩的背影，
我忽然觉得枫叶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意义
和信息，一颗善良而火热的心正在我不
远处。
工作调动的原故，我离开难以忘怀

的那个地方已经二十年了。我一直珍藏
着这片珍贵的枫叶，我还特意将它用塑
料薄膜裱装起来，作永久的保存，多年后
它依然鲜红。每当我打开日记本看到这
片枫叶，就仿佛回到了那纯真纯情年代，
仿佛女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请你帮我
好好保管，有一天我会来取。”坐在窗明
几净的办公室里，坐在夜深人静的书房
旁，我的思绪里常会跳出这样一个疑问：
枫叶代表了什么，送枫叶又意味着什么？
我为那个女孩珍藏枫叶近二十年时间，
她还记得吗？她会感应到吗？
我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我将继续

为其珍藏下去。或许会有那么一天，在某
一个地方，我们会相遇。如果真有相遇的
那一天，我会对她说：“我守信，我一直为
你珍藏着这片火红的枫叶。”

一片枫叶 一片情
建安公司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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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天比南方黑得快。不到六
点钟，西安城里就灯火通明了，路灯、
车灯以及其它灯光合在一起，把这座
古城涂抹得色彩斑斓，比白天增添了
许多媚妩。

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断变化的彩
色灯影中，我漫步在这座中国历史上
设都最多古皇城的城墙。西安古城墙
始建于唐代，历经战乱，至今仍保留下
来的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
已有 600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完
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城墙呈长方
形，总周长有十多公里。城墙位于市中
心，城墙外的建筑已经超过了城墙内
的建筑，使得西安分成了城外之城和
城内之城。

虽然灯火通明，但夜晚还是使这
座古城的城墙显得更加深沉厚重。是
啊，它能不深沉厚重吗？古城墙承载着
太多的历史见证，记录了太多的风云
变幻，又铭记着多少悲欢离合兴衰成
败。想那唐明皇本可一世英明的，不料
在后半世里却因个杨玉环而落得个半
世英明半世罪的结局。记不得唐明皇
有哪些功绩，但从他登泰山封禅时留
下的《纪泰山铭》遗迹即可知晓，他本
不是个没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唐明皇
老来纵情，沉溺于与杨玉环“春寒赐浴
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
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
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
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致使朝政荒废，
奸臣当道，终于引起胡儿兵变，厚重的
长安城墙未能挡得住安禄山史思明的
叛军，也未能保住那乱政之源的杨贵
妃的性命，更没能留住那近一百多万
因战乱而徒步近万里迁涉到南方的客
家先辈。这些迁涉到南方的客家先辈，
后来成了一个相当文明的人群，为中
国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
知这可不可以算是唐明皇的一个功

劳？唐明皇的沉溺于美色，才使李太白
写出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扶槛露
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池月下
逢。”的千古绝句，不知这是不是又是
唐明皇的一件功劳？

从唐明皇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终
致使有安史之乱，又想到了历史上现
实中许多因贪念美色沉溺于芙蓉帐中
度春宵而误国误民，最后反误了卿卿
性命的事端来。想那李自成，如果不是
贪念陈园园之美，何致于会引起吴三
桂的兵变降清，山海关固若金荡，他的
“大顺朝”皇帝桂冠也可以多戴几天。
据权威国家部门统计，如今的贪官污
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身边都有
不应该有的女人，这些美色虽然没能
引起吴三桂那样的兵变，却使他们最
终后院起火，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
大自然本是公平的。美丽的事物，

你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尽情的欣赏，
切不可超出合理的范围贪为已有。“问
观音何以道座，看世人不肯回头”，又
有那“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
勤拂拭，不使惹尘埃”，观音道场，就是
要劝那误入魔界之人，苦海无边，回头
是岸，还自己一个空明心净之境。可
惜，世间红尘滚滚，却不是那么容易能
够做到空明心净的。

一个皇帝，他的历史功绩不容易
被人们流传，但他的笑话骂名却是极
容易在老百姓中传开的。这不是老百
姓只会传流笑话骂名，只是那做得好
的事情本来就是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做
的，而那不应该做的，一旦做了出来，
老百姓就会给他记上一笔账，一张白
纸上的黑点很是异常显眼的，当然，如
果那些应该做的而他又做得非常非常
的出色，老百姓也会记住。一个皇帝如
此，一个普通百姓如此，如今当官的也
是如此。

企业文化部 尹利平

春来了，春来了
铝城嫩绿的青草
漫过了枯黄
蜿蜒成路，弥漫成海
花儿绽开笑靥
在鲜绿中迎风招展

春来了，春来了
百鸟在树丛上展开歌喉
蜂蝶在百花里飞舞
燕子衔泥筑窝
呢喃着春天的情话
铝城的春天绚烂渲泻

春来了，春来了
铝城早早铺开了春天的画卷
春风送来了开门红的芳芬
喜悦滴落在平果铝人的心房
辛勤的劳动凝成春天的芳香

春来了，春来了
没有春天的繁华
哪有秋天的果实累累
春天的劳作孕育秋天的收获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为铝城植一片春天的希望
装扮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到铝城
宣传部 邓小英 （诗配画）

铝石花

从您憔悴而抖擞的神情下
我看到了您办公室彻夜长明的灯光

从您瘦弱而伟岸的身躯上
我看到了您餐桌上素淡芬芳的菜香

从您惯常的平易的笑容中
我看到了您平日里为民务实的衷肠

从您温和的暖人的话语间
我看到了您每一次质朴无华的期望

从您穿了十余年的棉衣内
我看到了您一生中节俭高尚的闪亮

从您人大会庄严的报告里
我看到了伟大祖国崛起复兴的力量

共和国的总理
您和您的战友们
殚精竭虑，为人民日夜描绘着
———共和国明媚的春天！

从南方大部横行肆虐的雨雪冰冻中
我听到了您焦灼不安的脉搏

从政治局会议的慎重的专题讨论中
我听到了您掷地有声的誓言

从路线不定风雨无阻的辗转视察中
我听到了您行色匆匆的脚步

从向电力烈士的家属感人的鞠躬中
我听到了您悲意潺潺的心曲

从天南地北热切欢呼和如潮掌声中
我听到了您凝重朴实的承诺

从老家亲友的喜悦而激动的电话中
我听到了人民敬爱您的深情

共和国的总理
您和您的战友们
驱走寒冻，为人民从容点亮了
———共和国灿烂的春天！

共和国的春天
分公司总经理办 汤卫春

肆虐近一个月、席卷大半中国、危害深重、史所罕见的雨雪冰冻灾
害，终于渐行渐远了！中华民族更加坚定地迈入改革开放的第 30个春
天。我们不会忘记，温总理亲临灾区，慰问乡亲，鼓舞华夏儿女气战天斗
地战胜天灾......

穷困
生活服务公司 张翠霞

在你穷困的时候，我选
择了你。现在你依旧穷困，
我仍然固执地伴在你的左
右。你对生活的知足与感激
让我们的小家更加温暖与
甜美。

你深爱着这个简陋而
温馨的小屋———井井有条
的摆设，擦得一尘不染。斑
驳如马塞克似的油漆地面，
陈旧的老式家具却还透着
些许清亮，在夜色的宁静中
更显安逸与祥和。着为了这
个小家而在生活中挣扎的
你，我更疼你爱你。忙碌了
一天，疲惫不勘的你，回到
家脸上却总是挂满笑容。我
默默地享受着这一切的温
暖与幸福。我们信守着曾经

许下的誓言与承诺，守望着
每天的星光，一年又一年地
老下去……

你依旧穷困，也依旧爱
我和我们的小家。你拉着我
的手，抚摸着我的长发，在
我的额上轻吻了一下，久久
地注视着我。那眼神，分明
告诉我：让你跟我受苦了，
下辈子我还娶你做我的妻
子；那眼神，分明告诉我，付
出与得到有同样的价值，我
会加倍地努力工作，让你过
上好日子。

这个冬天我总是焦虑不安，我
不知道你是否能等到春天来临。祈
祷没有收效，在一个平常的晚上，
家里的电话响了，有人告诉我，你
走了。我的心，蓦然踏空。独步窗
口，夜的黑仿佛狠狠地揪着我的
心，视线渐渐模糊起来。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虽然心痛
迟早都会来临，可真正面对你的离去，
我还是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十五年前的这个时节，刚迈出校门

的我们在晋铝实习，作为平果铝早年的
大中专毕业生，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在那 8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起上
班，一起学习，一起排队去食堂抢米饭，
一起面对漫天的黄沙和冬雪。初生牛犊
不怕虎，那时候的你就表现出与众不同
的韧劲和钻劲，你认真勤学，踏实肯干。
回到平果铝，我们并肩走过氧化铝一期
投产的风雨坎坷，我们变得成熟、老练

起来。学机电专业的你，厂里的每一道
工序，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你太多的足
迹和身影。十年如一日，心随电转。在工
程的建设和投产中，你用汗水和执著诠
释你生命的意义。在厂里，你是大家心
中能干的好干部；在家里，你的妻子常
常让我们姐妹羡慕，因为她有一个好丈
夫。

还记得今年 8月的一天，我做交工
资料找你签字你说你很忙。没想到后来
在去现场的路上碰到你，你骑着自行车
老远就喊我，签完字后你又急急走了。
我很纳闷，身为电气车间主任的你，怎
么总在在各车间转，比操作工还忙？

一纸检验报告将你和家人连
同我们这些同事朋友都推向了痛
苦的深渊。前些日子还在足球场
上生龙活虎的你居然被查出肝癌
晚期！自那以后，我们一提到你就
会难受，虽然很多、很多颗心都在

为你祈祷，可在三期工程的建设高峰
期，在你的人生正大展宏图之时，你却
走了。8月的那次签字竟成了你留给我
的最后笔迹，我生命中永远的记忆。
追悼会上，我哭了，许多人都哭了。

你才 35岁啊！可在这片红土地上，你留
下了 15年风尘仆仆的足迹，你短暂的
生命有如春花般般绚烂多彩，我们不会
忘记，红土地不会忘记。
如果云知道，它一定会为你的悄然

离去而悲叹；如果云知道，它一定要下
一场暴雨，来荡涤我们的心灵之痛；如
果云知道，它一定会为你铺好通天的
路，陪伴你走向天堂……

如果云知道
氧化铝厂 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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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右江 /白泉 摄

无论烈日似火，
还是三九严寒。
在群山沟壑深处，
你们步履矫健。
不畏山高坡陡，
何惧水深滩险。
饿了啃块干粮，
渴了喝口山泉。
你们是护线使者，
你们是热血男儿。

为了企业兴旺，
你们誓保电力供给。
为了百姓平安，
你们力争光明续延。
你们用杆做琴身、线做琴弦，
演奏着爱的奉献，
你们用蓝天做纸、绝缘棒当笔，
描绘着七彩明天。

春风拂面喜开怀，
运输女将迎“三八”。
日日操练强体质，
红颜体美衣衾湿。

两人挥舞十人跳，
绳起快进阵容齐。
五分限时两百余，
比赛场上夺亚军。

喜！喜！喜！
配合有方超发挥。
乐！乐！乐！
欢声笑语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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