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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凝冰寒
天降严霜
贵铝告急
842台电解槽全线停产
灾情十万火急
重建迫在眉睫
中铝总部发出指令
战斗，在这里
全面打响

广西分公司救援部队
率先赶到
青海铝、包头铝、七冶兄弟
相继而来
中铝一家亲
患难见真情
行动是最好的试金石
胜过一切美丽的言语
扎固枪声声，擂起战鼓

突击队个个，如猛虎下山
攻坚克难点燃火样的激情
挥汗如雨演绎另一种浪漫
检修将士
奋战在灾后重建的
最前方

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再接再厉，连续鏖战
超负荷，创纪录
挥汗水，写华章
英勇顽强的检修工人
用精湛的技艺
展现检修人的风采
让春天迟来的笑脸
在贵铝灾后重建的战场上
再一次，迎风怒放

（一）

坐了十个小时的卧铺汽车，车里亮起了灯，
驾驶员喊了声“到了”，睡得昏昏沉沉的我随着行
人提着行李一起下车。
停车场外的士司机向人们招揽着生意，浓浓

的乡音唤起了我久违的乡情，人也开始清醒了。
不一会儿，身边就围满了揽生意的司机。我两只
手里的包被人分别抢着，并相互争夺，把我当成
外地人的司机们开着不着边的价，一颗刚被乡音
感动的心变得浮躁起来。

天刚亮，我坐上的士往老家赶。秋风潇潇，一
路上，半秃的树打着哆嗦，一片片枯黄的树叶从
树杆上掉下来，被风卷起抛向半空再掉在地面，
相互搓揉变成碎片。收割过的稻田里躺着一些横
七竖八的稻草，连小鸟的叫声也变得凄婉起来。
秋，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凄凉。

到家了。刚下车，行李就被堂哥堂嫂接走了，
身边围满了老家的亲人。

坐在老屋的大门口，看着乡间处处冒出的炊
烟，游子飘泊的心沉静了下来。微风吹拂，远处的
山在火红的太阳照耀下也变得迷人了。竹林在风
中翻滚着翠绿色的波浪，青松在阳光下抖动着舞
姿，飘落的梧桐树叶在风里像一只只起舞的蝴
蝶，秋色中的草地也像一床床金黄色的地毯。半
坡的红叶让人想起了杜牧的诗：“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这红叶是近年来才生长的，是我儿时没
见过的一种植物，它们一堆堆簇拥着，在阳光的
照射下闪着亮晶晶的光。

夜间的天空澄净得像刚洗过一样。洁白的月
亮就像一面镜子高高地挂在天上，山在月光下蜿
蜒不绝，像远古时代披挂着盔甲的勇士，沉稳中
透着几分威严。无数闪烁的星星像少女的媚眼那

样撩人。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以外，山里的夜
宁静得让人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平日爱闹的我
此时也舍不得大声喧哗，只想轻声地哼几首赞美
夜的歌与呢喃的秋虫合声。

如今，只有生活在山里的人才能享受到大自
然给予的宁静与纯美，生活在山里多好。

病后的我在乡下受到了哥姐与堂兄嫂无微
不至的关照与呵护，心情变得格外的好，秋也变
得格外的充实与美丽。

乡村的秋和夜晚超然脱俗，解除了人心中的
迷惘与困惑，心也变得淡泊与豁达起来。人们总
说落叶归根，说的不就是秋的季节吗？秋是果实
成熟收获的季节，人不也一样吗？到了落叶归根
时，已是度过了苦难、度过了辉煌、度过了成功，
进入了追求平淡宁静与脱俗的季节。

（二）

老屋里的灯亮了。如今的老屋脚七零八落，
没人住的地方墙也倒了，曾经大门前油亮油亮的
青石再也没人坐了，青石上全是泥土。大门也倒
了，宅子里堆满了破碎的砖瓦，处处凄清冷落。不
由得让我回忆起儿时居住在此的热闹。

那时的宅院是房套房，院套院。一个个雕梁
画栋的四合院，房顶两边有龙凤，龙张着大大的
嘴，颇有几分气势。每个四合院都有一块坝子，每
家都有一个用青石修建的四方天井，供雨天房檐

上的流水所用。一到夜间，把老宅的两扇大门一
栅，里面严严实实，连小偷也无法进来。每家的窗
前都放着小小的煤油灯，院里的本家虽然也时有
争吵，可宅院里还是连接了一份浓浓的亲情。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在院子里串门，总不会
湿了脚或晒着太阳。儿时串门常从四奶的门前经
过，四奶的头上包着厚厚的青纱，手拿着拐杖，一
双小脚在小巷里走出走进。每到晚上，她都要打
开一层又一层的包脚布，露出她那双包裹得变了
形大小如同三四岁小孩般的小脚。四奶说小脚越
小越好看，可看到她那高高隆起来的脚掌骨我就
常常为她感到难过,在心里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
那样的年代。

正是因为有了四奶这一辈辈老年人，才有了
我见到的完整的雕龙画凤的老宅院，不免更加尊
重起自己的祖先来。偌大的一个家族没有建筑师
没有艺术家却修建了一个如堡垒又如艺术品能
容纳几十户的大宅院，把自己的子孙捆绑在了一
起。

如今，四奶早已不在了，老辈人也陆续走了。
后辈们不再看得上原来的大宅院，都在原来的老
屋旁建起了自己的小洋房。各家里不再有那温馨
的煤油灯，都有了现代化的白炽灯、冰箱和彩电。
人们也不在出麦子时吃麦子，出红薯时吃红薯，
家家都能吃上饱饭，后生们腰间都挂上了手机。
大宅院里只剩下了几户人家，看着那破败潦倒的
老屋，看着那摔成了灰石的龙凤，免不了生出几
分伤感与失落。再过些年，下一辈还能相互认识、
还能知道大家原本是一家人吗？
听说这里很快也会修上公路，此时宁静的夜

再过不久就将被繁华和激越所代替吧！

挥挥手告别窗外的亲友，列车载着
我们向祖国南疆的红土地进发了。

渐渐远离了我们熟悉的城市，远离

了我的故乡。我一个人静静地望着车窗
外，天上的星星已被城市的烟雾所笼
罩，早已不再闪亮，此时的我对未来充
满了莫可名状的兴奋，也掺杂着些许忐
忑。我知道这条路不会是笔直的，途中将充
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挫折，我们必须做好
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未来。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的人生真正开
始了。经过一系列培训和教育，转眼间两个
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
理想和前途的问题。理想是我们人生信念的

支持，是路途中经受风雨的支撑。一个朝气
蓬勃的青年，没有自己的理想岂不像待发的
船只没有了航标。记得我叔叔在一次喝酒
后，带着几分醉意跟我说：“我很苦恼，工作
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想想

失去的，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曾经，机遇和挑
战很多次出现在我面前，哪怕我只抓住一次
机会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然而，这些都

与我擦肩而过了。你现在正当时候，一

定要好好把握，可别像我一样到现在才
知道后悔啊！”叔叔的话常在我的脑海
里重现，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懂得了一个
道理：只要树立了奋斗的目标，就不会

迷茫。
俗话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是的，只要自己有真才实学，当机遇和挑
战出现的时候就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现在正
年轻，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在工作和学习
中，要养成谦虚好学的良好习气，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不断地锻炼，不断完善，逐渐走向

成熟。让我们扬起风帆，调整好航向，向着我
们的梦想出发吧！

凛冽的寒风
撕扯着他那沾满油污的工装
煦暖的阳光
不肯跨进油腻的衣衫
向他问一声早安

十余年
他走遍氧化铝片区
各类设备的图案

纵横交错地
刻在他的掌纹里

没有人能解剖
他那深邃的目光
是谁抓一把星光
撒在强碱中
淘洗他平凡的人生

他走在队伍的前头
像一名威猛的卫士
忠诚地守卫着一排排
面无表情的设备
和双耳失聪的各色槽罐

我们的校园像一座美
丽的大花园，这里风景优
美，充满了欢声笑语。每次
我走进校园，校园的景色都
像吸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
着我。校园里最美的一角要
数北面的小树林。只要你走进那片
翠色欲滴的小树林，便会让你如痴
如醉，仿佛走进了人间仙境一般。

到了夏天，小树林便会活跃起
来。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小树林上空
好像被一层乳白色的薄纱笼罩着，缥
缥缈缈。太阳渐渐升起来，把温柔的
光洒向小树林，金色的光冲破了薄
雾，从树缝间透过，构成一个个光环，
唤醒了沉睡的小树林。小树林睁开了
惺忪的睡眼，恢复了活力。树叶上晶
莹剔透的小露珠，很不情愿地离开树
叶的怀抱，渐渐消失。此时，同学们有
的在树下大声朗诵课文，有的在树下

背英语单词。小鸟听见这响亮的声音
也开始放声歌唱，“叽叽叽，叽叽叽
……”多像一支快乐的校园交响曲。
我们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呼吸
着泥土的芳香，尽情享受大自然赐给
我们的美妙时光。

中午，同学们都爱在这片小树
林里看书，乘凉，讲故事……大家或
坐或卧，或说或笑，十分惬意。蝉欢
快地叫着，仿佛也想凑凑热闹。树林
里的一些大树足有两层楼那么高，
树杆有碗口那么粗，远远望去，既像
一把撑开着的大伞，又像一座玲珑
的宝塔，在咖啡色的主杆上，向外伸
展着枝叶。它又像一位忠于职守的

战士，在毫不松懈地守卫着
我们的校园。还有一种不知
名的树上开满了一朵朵橘黄
色的花，像一个个橘黄色的
小绒球，每一棵树都成了一
把黄色的大花伞。微风吹过，

花儿轻轻地摆动身子，仿佛向你招手
致意。

到了秋天，微风吹过，树叶纷纷
扬扬地飘落下来，如下雪一般，美丽
极了。又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
起舞，最后静静地躺在树下，为校园
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低年级的
同学们在松软的树叶上做游戏，高
年级的同学们躺在树叶上热烈地讨
论问题……宁静的小树林顿时热闹
起来，充满勃勃生机。

我爱这美丽的校园，更爱校园里
的小树林，它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和美
的享受。

在广西生活了十几年，惟一养成的习
惯是定期给父母打电话，不论是有事还是
没事。
父母没有多少远方的朋友，所以接到

的长途电话，基本上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打
的。每逢接到电话，他们总是叨唠着少打电
话，在外挣钱不容易。接完电话后，却又把
我打电话的内容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讲给
哥哥姐姐和弟弟们听。从姐弟们神采飞扬
的讲述里，我感受到了父母的喜悦与幸福。
有段时间，母亲的胆结石病犯了。于是

我的电话里又多了一些内容，告诉他们我
在杂志上抄下来的各种医药信息。再三叮
嘱他们注意身体，有病一定要买药治病，千
万别心疼钱，父母的健康才是儿女们最大
的幸福。后来听姐姐说，母亲接听我电话
时，眼里总是透着泪花，不停地夸我孝敬，
说我长大了。

去年七月，我带儿子回了趟老家。在帮
家收拾衣服打开衣柜时，顿时让我目瞪口
呆！原来，母亲将我这十几年来给他们打电
话的单子，按日期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柜
子里。我的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久久望着
这堆电话单说不出一句话来。

给父母打电话的十几年里，一种成长
的感觉慢慢爬上心头。整天忙碌于自己的
事业，没有时间同父母面对面地聊天，但是
能够抽出点时间在电话里跟父母说上几
句，哪怕只是几句俗套的虚寒问暖，或是一
些再古老不过的祝福，都会给他们带来一
份欣慰。

给父母打电话有时真的是件难事，很
多事情是难以诉之于话语的。想说而不能
说或是不敢说，因为怕他们为自己担心，唯
恐加深他们额头上的皱纹，增添头上的白
发。常常是编织美丽而善意的诺言并夸大
一些成绩、薪水和快乐，只是为了父母的微
笑。

现在，成天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忙碌着，
打电话的次数也渐渐少了，但对父母的思
念却越发深切了。人都是贪心的，一个电话
已越来越不能安抚这颗在外飘泊游子对父
母的思念之情，有时提起电话竟欲说无语，
对父母的思念与眷恋一时不知如何说起，
话筒另一头的父母何不如此！
有空的时候，还是多回家看看吧！

战斗在这里打响
检修厂 杨才强

扬帆起航
热电厂 黄信军

忠诚的卫士
氧化铝厂 赵越

校园里的小树林
铝城二小五（2）班 刘寒宇

生活服务公司 张翠霞

秋·老屋
离退休办 龙桂兰

迎着朝阳
整理好行囊
任凭征途风雨狂
结伴人生路上

你我搀扶谦让
和谐凝聚力量
同志并肩携手
拼搏梦圆希望

清平乐

在路上
动力厂 冯石印

水，这种地球上的基本物
质，是她孕育了大千世界芸芸
众生；是她为生命提供能量，
让生命能够存活；是她使生命
继续发展，越来越兴旺。所以
说，水是生命之源。
虽然地球 70.8%的面积被

水覆盖，但 97.5%的水是海水，
既不能直接饮用也不能用于
灌溉。在余下的 2.5%的淡水
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部分
还不到世界淡水总量的 1%。
诚然，从地球上原始生命出现
直到现在，水一直在为生命服
务，从未停息。但是在水资源
日益匮乏时候，我们就应该敲
响节水的警钟。

我国是世界上用水最多
的国家，同时也是水资源浪费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产同样

多的粮食，我们比美国多用一倍的水。据水利部
副部长张春园介绍，农业用水是我国用水的大
头，约占总用水量的 72％，但真正被有效利用的
水只占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 1／3左右，多半损
失在送水过程和漫灌之中。工业上，我国万元产
值的耗水量是 225立方米，发达国家却仅用 100
多立方米。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关不紧的
水龙头，一个月可以流掉 1~6立方米水；一个漏
水的马桶，一个月要流掉 3~25 立方米水；全县
如果有 60万个水龙头、20万个马桶漏水，一年
就要损失上亿立方米的水。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告诉我们，节水是多么

必要，节水不只是用水大户要做的事，我们每一
个人都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节水尽一份力。
在生活中养成一些节水的好习惯吧！比如，

不在马桶中冲掉香烟头或棉纸碎屑等杂物，而是
将它们扔在垃圾桶里；刷牙、洗脸、洗脚时用水杯
和盆，不要开着水龙头洗漱；利用洗漱和洗菜的
废水冲马桶或浇花；遇见公共场所开着的水龙
头，请随手关掉它……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也
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事。积点滴可成江河，只要认
真地做好身边的这些小事，就会为节水工作做出
大贡献。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缺水的危机感多一
些警醒，如果人们不珍惜水资源，那么世上的最
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节
水
从
我
做
起

氧
化
铝
厂

王
泽
琳

铝石花

□右江沙龙 □人生感悟

□木棉诗笺

□习作园地 □亲情悠悠

□心灵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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