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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问铜陵有色有多大？
内攻外拓朋友遍天下；
若问铜陵有色有多强？
已是我省第一国内五百强！
翻开二零一六年的日历，
企业红利账本历历在目：
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铜陵有色，
仍骄傲地昂首安徽国企第一；
电解铜、铜加工类等主产品
实现持平或同比增产量；
销售收入有增长换来企业盈利帐，
盈利 2.3 个亿，这可是个扭亏

胜利仗。
靠的是高管运筹帷幄员工当

“拼命三郎”！
靠的是企业审时度势、同心奋

力向上！
企业整体顺利开局“十三五”，
广大员工拼搏奉献势不可挡！

（二）
搏击“十三五”之号角已吹响，
铜陵有色蓄势出发顺势而为，
布局进军世界五百强！
为此，第二次党代会作出规划

部署，
全面打造“一强五优”国际化

企业集团，
立志迈向更高更强更优的远大

目标，

为国家争光为企业增效为员工
谋福利……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出炉，
正待全体员工挥手撸袖，
把铜陵有色变得更美，将国企变

得更优秀，
共同为振兴中华谱写更壮丽篇章！

（三）
当此创新创造创美的时代，
寄语所有铜陵有色好儿女：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男儿当自强，女儿当自立，
人人定目标，个个拿出精气神，
投身火热的“一强五优”决胜战场，
用自己的智慧、才干和热情，
撸起袖子加油干它个五年，
叫山河增色、有色增光。
用尽“洪荒之力”创造美好明天，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立下愚公移山志，只待我辈献年华！
同志们、工友们，
时间不等人，“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
让我们同企更同心，
共同迎战“十三五”的人生大考，
把青春、热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为超强企业的再造、为祖国的繁

荣美好，
加快动起来，加快干起来，
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前进！前进！勇往直前地奋进！

铜陵有色工友院
请撸起袖子加油干浴

□徐业山

天空开始热闹起来
地上已经繁忙起来
屋里开始暖和起来
身体已经舒展开来
季节开始年轻起来
岁月已经活跃起来
春天正向我们赶来

开春的鼓槌失去了冬日的记忆
天边的雷声滚滚而来
元宵的灯彩迷失了方向
远方的闪电将天地照亮

掉牙的河床塞满了冬日的太阳
风雨日夜开始忙碌的修补
朝西的房子太阳蹲在窗口
吃完中饭渴完下午茶才慢慢地遛走

打折的围巾追逐风筝的梦想
抬头仰望天上阳光灿烂
一双白手套躺在朝窗的沙发上
看见两只鸽子在天空飞翔

一只母鸡带上一群刚出壳的雏鸡
在麦田里寻找浮云开裂落下的虫草
一群鸭子在河边搓掉冬天的烦恼
找到小鱼踏浪的影子以获温饱
路边的老鹅在池塘边照完镜子
吃掉露芽的小草润过嗓子继续

唱歌跑调

温驯的小猫蹲在树上

卷成白色的瓷罐装满小鸟偷情
的微笑

蝴蝶和蜜蜂在连接天涯的油菜
花和紫云英的身上

练习吊环单杠双杠高低杠和跳
马的体操全项

小狗浮躁的狂吠鼓动老牛深翻
田地等待夏日稻谷金黄

黄瓜的帽子从竹架上被晚风吹落
前面的空地长出了一片片生机

盎然的豆瓣
南瓜冬瓜西瓜接受麦芒的挑刺
期待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面汤

婀娜的垂柳和水杉搭起了弓箭
的模板

柔和刚都是四季的内涵
白杨站立一排吹起唢呐
帮秃头的苦楝树摧芽
桃花杏花梨花槐花竞相开放组

成一道道花墙
挡住了燕子回家
蓬头垢面的香樟桂花松柏竹子
渴望喝足雨水和法梧一样长满新芽

蚕豆瞪大眼睛树起耳朵撅起嘴吧
想吃菜花叫卖冰糖葫芦的哪份傻
上学的孩子丢失了书包
布谷鸟在天空高喊
岁月轮回天地繁忙的密码不能

丢在路边的花草上

春天的气象
□林 越

春天叩响了大地的门
万物在静谧中睁开眼睛
那些遗落的梦
都已融化在昨天的冰雪里
流淌出一条绿色的小径

沿着风的旅程
将每一个希望播撒在
鸟儿的翅膀上
我听到了
布谷鸟的欢唱声
田畈上高昂着的锄头
吟诵着片片明亮的诗句
泥土散发着沁人的清香
———直至我的心房

远远的村庄，静静的池塘
弯弯曲曲，有几朵云儿在头顶飘

荡
风，亦有几分重量
杨柳欢快地弯成了一道弧光
荆藤在匍匐攀墙
直至绽放出星星点点的月光
我无法站立在原点

只能踩着满是荆棘的希望
当我轻轻转身
四处已是鲜花盛开的海洋

有一排浪花就静候在前方
贝壳们相互追逐
在阳光下闪闪放光
我的脚印变成了绿浪
一点一点，即将在江堤
晾晒成一片金黄

山，在默默地生长
藤蔓已经缠绕到枫树的倒影上
散落的阳光
簇拥着花香
细细的雨滴
点缀着惆怅

守候在桃花越墙的庭院里
我想开垦出一片通往田畈的绿

地
那把红亮的藤椅上
早已放置了一本崭新的日记
是谁？又将花瓣散落成雨的诗行

春归
□阿 杨

以鸟鸣春，以虫鸣秋，各得其趣。
春天并非没有虫鸣，在草木的浩大生
长里，在鸟声的宏大叙事里，虫鸣不堪
一提———而且，鸟多半吃虫；雁南飞
后，虫鸣始起。“千山响杜鹃”，这样的
阵势春天才有。

麻雀的腾跃鸣叫并不会引人欣
喜，它们的身影雪地里也有。最早鸣春
的鸟当属燕子，冰雪初融，柳芽初拱，
风微寒，天还凝重，肃羽的燕子，或栖
于电线上，并头啁啾细语，唧唧，唧唧；
或迅飞疾掠，“唧……”的一声，牵开
春天的大幕。

画眉的名字好，春意缱绻，叫声并
不好听：“啾咕啾咕”，但却因为它们
乖巧聪明，多被捕捉笼养，给剥夺了话
语权，即使能学凤鸣，也必是不快乐
的。欧阳修说：“始知锁向金笼听，不
及林间自在啼”，这样的叫声不是春

天想要的。
喜欢黄莺儿，一小团嫩黄，嗖地一声

投过去，又穿过来，人称“莺梭”，活泼轻
快 ， 还 没 叫 呢 。 且 听 ：
“ku-ku-li-ku-ku”，li 声后，余音袅
袅不绝，真个“鸟鸣山更幽”。有人听成
了：“快来买山药哟！”令人莞尔。南朝戴
墉最爱听莺，他常携酒出游，问他去哪
里？回答说:“往听黄鹂声”。形容女孩儿
声音好听，“燕语莺音”，关于黄莺的诗
句 太 多 了 ， 但 都 不 如 自 己 听 去 ：
ku-ku-li-ku-ku……树叶绿得亮眼，
莺声藏在叶后，露出一点黄……

天气暖和，草木繁盛处，就能听见
“咕咕”“咕咕”的声音，一般两声四
字一次，空山寂寂，回声闷闷，稍微有
点动静，便只有空谷风声了，这是野
鸡，又叫雉。春天来了，她们的衣服换
了，要给悦己者看看。跟野鸡相对的是

野鸭，叫“鹜”就好听多了，在粼粼的
波面划水，扑的一声钻入水底，水纹圈
圈，不远处又露出来了，高兴了，就“嘎
嘎嘎”地叫几声，实在不好听，但在鱼
还未活跃时，有这几声叫唤，水面就生
动了许多。

草莺飞不高，所以它们这样叫：落落
落嘘……果然落下了，没入青草，看不见
了。云雀嗖地一声射入半空，扶摇直上，
鸣声和身影一起渐行渐远：滴流儿，滴流
儿……再听第三声时，唯见阳光射自云
隙，了无影踪，而天光下方，大地深碧。

喜鹊，白头鹎，斑鸠，三道眉草镃，蜡
嘴雀，大雁，噪鹛，红嘴相思鸟，天鹅，雁，
鹤，松鸡，孔雀，百灵，灰喜鹊，煤山雀，黑
卷尾，毛脚燕，鹦鹉，金雕、苍鹰、雀鹰、红
脚隼，红隼.……在大地的深绿中飞行、
鸣唱。

“山深闻鹧鸪”，“送人发，送人归，

白苹茫茫鹧鸪飞”，鹧鸪入诗很多，为的
就是它的叫声：“行不得也哥哥！”游子
将行，又是春深，又是春末，心累了倦了，
就在此时，融融暖风里，草木葳蕤中发出
一声劝告，紧接着再一声，几乎落下泪
来。春天是伤感的季节，四月，离别不可
避免，于是杜鹃叫了。

杜鹃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
去！”声音凄恻，倒是和鹧鸪的心思一
般，也是劝归，因此又名“子规”，符合
着农耕时代先民的故土情思，因而动
人。可是，春天到此已经繁盛至极，花不
落，如何子满枝？于是田畴里的先民，就
听成了另外的意思：“割麦插禾！割麦插
禾！”四野广袤，啼声悠悠，回响空旷动
人心魄，因之人们叫它“布谷”，劝农稼
穑。于是乡村四月先人少，季节滑入夏
季，蒸蒸日上。

在深邃的绿中，鸟鸣如同湖面的鱼
影，如同花丛的蝴蝶。一树叶密，宁静处，
数声鸟鸣，树就活了；一山肃穆，几丛鸟
影，几声鸣啭，山就活了。鸟鸣是春天的
颂诗，是春天的音符，在浩荡春光里，它
们滑翔、侧飞、腾跃、疾掠，像一团炸开的
火焰，拉开了春的天宇。

以鸟鸣春
□董改正

因为家世的悬殊，她可以坐宝马上
学，而他穷得只能骑单车，左右皆不看
好，都说这是青春的过场。

她长得委实抱歉，路边的平凡小
花，谁会在意呢。他貌若潘安，每次回头
都会勾起人的荷尔蒙，若说没有心仪，
怕是天下女子不识美。他身边没有花草
纠缠，源于她显赫的家世摆在那儿，谁
人不知难而退呢。在外人看来，他只是
相中她的家世，至于爱情，都冷眼摇头，
他不说什么，爱情本来只是两个人的
事。

可所有的爱情是需要家庭支持的，
他们却遭遇反对。你怎么想着这癞蛤蟆
吃天鹅肉的事呢，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轮
到穷人，还是趁早散了吧。他的爹娘叹
气又摇头。她的父母更是棒打鸳鸯，我
的女儿是金枝玉叶，怎么着也要找个门
当户对的金龟婿啊。

闹到最后，她竟是被父母强迫转
校，距离不是问题，他们依然在一起。她

的父母一气之下断了经济补给，可这没
有扼杀爱情，他们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凭着勤劳的双手，经营着卑微的爱情。
他学会计，她学金融，大学毕业后，各自
找到工作，一个租来的十平米，简单地
盛着平凡烟火。

她给他做饭，昏仄的过道，铲勺瓢
盆的交响，嗤嗤地炒菜声，他忙碌左右，
择菜，递盐，拿碗，隔着浓烟，彼此相望幸
福，偶尔他帮她擦去额上的黑灰，会偷偷
地从后面抱住她，亲她的耳根脸庞，她羞
涩地用胳膊肘儿撞他，他夸张地哦哦后
退，她惊得一把抱紧他；他喝一点浓烈的
白酒，她偶尔要一小杯，口口斟酌，最后依
着他，共着甜蜜的夜。这些熟悉的场景，爱
情里的人都知道，场外的人也羡慕，简直
是书里的神仙伴侣。

一天，宝马里冲出几个人。摔锅砸
碗，一地狼藉，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
是伤，而她被拽在一旁，哭喊如撕心裂
肺。临了，她的父亲扔下一句：若再纠

缠，废了你。她被宝马带走了。
结果她还是回到了他身边，或许这就

是爱情的力量。身边的人慢慢被感动，她
的父母也开始接济，她被伤到骨子里，已
经视其不见。这样，辛辛苦苦地打拼很多
年，他们终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
七十平米，不大，但总是一个家。

似乎风停雨住，故事该有个美好的
结局了，但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因
为金钱的诱惑，不是小三的插足，也无关
旁人的千阻万截，而是他们自己。就在那
个崭亮的新房，他们怀着一心的甜蜜，继
往着从前的美好，可又总是为着一些鸡
毛蒜皮，吵得死不相让，彼此大打出手，
时日一长，各自疲倦地离去……

很多爱情，经得起风雨，承得起患难，
哪怕曾经命悬一线，都不会生出半丝退却
的理由，可天晴了，一切美好，却各自痛心
地散去，彼此赌气地都不肯回头，竟是一
别一辈子……其实世间的爱情，不光能够
经受苦难，还要经得起幸福的检阅。

爱情要经得起幸福的检阅
□章 杰

“领导，帮帮忙，把我那车货给放出去
吧！”穿着西服的刘总夹着小包从货车上跳
下来，颠颠地跑进了保安室里弓着腰说。

我正在和女友微信聊天，商量着晚
上去女友家里。我抬起头，看着刘总额
头上有斑斑汗珠，并没有动弹。刘总挣
出一张笑脸，汗珠就羞涩地流淌下来，
拉开小包，掏出了一包烟，往办公桌的
抽屉里一塞，我也心知肚明地把抽屉给
推上，站起身走了出去说：“来就来早
点，偏要在这个下班的点上。”启动了
门口的电动栏杆。

“谢谢了！”刘总的脸从驾驶室的窗户探
了出来，还向我感激地挥了一下手。

晚霞西斜，我就像沐浴在玫瑰河里，一
丝微笑浮在了脸上。作为一个小保安，我
喜欢了这份职业，特别爱和刘总这样懂事
的货主打交道，那份被尊敬的自豪感就油
然而生，还有……

我把收集来的一包包香烟装进了我
带着的一只帆布包里，鼓鼓囊囊的一包，
算起来也有五六百块钱，等接班的人一
到，我就背包离开了。

“怎么到现在？”女友在公交站已经
等得不耐烦地说。

我笑着说：“有点小事耽搁了。”
夜幕已经垂了下来，霓虹灯已经亮了

起来，虚幻得像一片瑰丽的晚霞，街上有
裹着夜色的人影闪过，女友说：“东西买
了没有？”

我拍拍肩上的包说：“都在这里呢！”

女友是我谈的第N个了，之前谈的
一说到我是一个小保安，嘴角就翘得老
高，一脸不屑。这回我学聪明了，开口介
绍就说我是单位保安队的队长，恋爱才
维持到现在，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大事
就成了。

在一家超市里，我又买了几样水果，
沉甸甸的感觉很好，就跟着女友去了她的
家。女友一进门就嚷开道：“就是他，搞到
现在。”

我解释说：“单位这段时间忙，不好
意思，叔叔阿姨。”

“工作要紧！”女友的父亲说。
桌上已经摆满了冒着热气的菜肴，我

把包里的烟掏出来，摆放在桌上说：“叔
叔，我不抽烟，这是给你的。”

看着桌上尽是五六十块钱的烟，女友
的父亲眼眯成了一道缝，乐呵呵地点头
说：“好，不抽烟好，我也想戒，可是戒不
掉！”

一桌饭吃得热情洋溢，女友的母亲一
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我在吞下一口口饭
菜，噎得两眼发直，心里很满足，嘴里唯一
能说是，“够了，够了！”

“我看你年龄不小了，抽空把结婚证
打了！”女友的父亲定定地看着我，松口
说，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的一包烟，抽
出一根，点燃，烟雾散开。

我忙不迭地抬眼，眼里竟然迷濛一
片，动容说：“叔叔阿姨，不，爸妈，请你们
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隔了两天，我给女友发微信，女友没有
回，再发时，女友干脆把我拉黑了。我不明所
以，就拨打电话说：“你怎么回事？你爸妈都
说了把证给打了，我明天休息———”

女友停顿了数秒钟，从电话里能听到粗
重的喘息声，后来喘息声也没有了，只剩下
一串“嘟嘟”的忙音。我像被遗弃在旷野里，
睁着空洞的眼，看着那窗外晦暗的天色，有
淅沥的雨落下。玻璃被敲响，刘总出现在玻
璃后，虚脸笑着说：“领导，放行一下！”

下班后，我就守在女友的楼下，雨还在
下着，女友家的窗户上亮着朦胧的灯光，像
隔了很远，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雨落在
头发上，冰凉地滑过面颊，也浑然不知。远远
地走来了一个撑着雨伞的人，拐进了楼道，
我冲了出去，喊了一声女友的名字。女友停
住，脸上并没有更多的表情，冷冷得像不认
识我一般。

我说：“为什么这样？”
女友的嘴角扯动了一下，像雨滴一般就

消失了，绷着脸说：“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
道吗？”

能得到回应就有希望，我急不可待道：
“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呀！”

女友走了两步，回头说：“你给我爸的
烟都是假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就这样
糊弄吗？”

我定住了，身体像被拆散了一般，眼
前出现的不是女友，而是那个叫刘总的
人，脸上的笑是那么的虚假。我的胸口鼓
胀起来，瞬间就像是拔了气门般偃息……

真 假（小小说）

□余 凯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是残雪
的消融，绽放了春天的容颜。

山坡上，沟坎沿，那片片积雪
日渐消瘦，背阴处，往日沉积下的
清莹的雪，变成了苍白色，残雪不
再是粉尘状，而是浸满了润润的
水渍。同时消融的，还有那小河里
的坚冰，冰封的河面裂开一道道
缝，破裂着，融化着，终于使小河
流淌成一首潺潺的歌。

整个大地，都变得松软起来。
春日融融的日子里，你能看到

湿润的地面，蒸腾着如烟如雾的水
气，迷蒙，似姑娘家娇柔的梦幻；再
走向那条小河，你会看到河流里的
鱼儿逆水而行，摆动出一朵朵如花
的漩涡；河床的水草在绿莹莹地向
上生长，河岸边，许多知名不知名的
小草，正悄然地钻出地面，探头探脑
的，像一些顽皮的孩童；村姑们开始
到河边浣衣了，话语伴着河水一起
欢唱，她们要洗去一冬的垢渍，要洗
出春天里那一份美好的心情。

河岸的柳树，开始变软、变柔，
泛亮、泛绿，很快，鹅黄的“媚眼”
就缀满了枝头，悠悠地飘着，逸着
自己轻盈的梦。高大的白杨树，则
泛出一种白绒绒的绿，枝头吐出包
鼓鼓的叶蕾。当柳枝上生发出嫩绿
的柳叶的时候，满河岸都滚动着一
种水浪一般的绿，这时，黄鹂就叫
了，它是柳的精灵，它那轻快而又
锐利的鸣声，把春天划出一道道亮
丽的色彩。当白杨树的枝头，吐出
了那一条条的“毛毛虫”的时候，
喜鹊开始筑巢了，春晨，你行走在
小路上，就会看到路边的高树上，
一对对的喜鹊，一边叽叽喳喳地叫
着，一边飞动着衔枝筑巢，它们在
为自己的“生育”做准备，生命的希
望在春天里飞翔。

山上，角角落落，各种各样的草
都破土而出，春山灼灼，山变得亮丽
起来了，满山上都布满了春天的喜
悦。很快，杏花开了，桃花开了，各种
各样的草花也次第开放，春山泛起
了多彩的笑颜，捧出了自己最美丽
的名片。这春意的喧闹，让人想到古
人淳淳的风情：“春日游，杏花吹满
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要是来一场春雨，那就更好了。湿
淋淋的乡野，空气里流满了草香、花
香。一觉醒来，那春晨的氛围，直把你
逼近诗意的境界里：“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转眼间就到了清明。山上多了牧
牛的农夫，放风筝的孩童。农夫们牵着
牛，悠哉悠哉地走在山坡上，有时，
就会信手把牛撒在山上，装上一袋
烟丝，大口大口地吸着，看上去倒不
像是吸烟，而像是在吸纳春天里那
清新的气息，好为即将的春耕，蓄满
一身的力气。孩童们牵动着风筝，时
放时收，任风筝在空中扶摇翻飞；有
时，风大线紧，风筝忽然断了，于是，
一群孩子便满山上追逐着奔跑，把
天地欢腾成一片明丽。

田野上，有农家在耕地了。两
头黄牛拉着一张木犁，缓缓地在
田地里走着。扶犁的壮汉摇晃着
左臂，随时掌握着耕犁的平衡，右
肩上拖着一根长长的打牛鞭，嘴
里不停地“咿里阿拉”地喊着，有
时就挥动一下鞭子，但并不真正
地打在牛身上。帮头的一定是他
的婆娘，她不时地回回头，极力想
和丈夫保持着平衡的步伐，一条
红红的头巾随风飘着，像是飘着
一种红色的信念。

耕犁下的泥土翻卷着，波浪一
般推进，新鲜的泥土的气息，在空
气里洋溢着，融入农人的汗水里，
沉淀进未来的希望里。

春之韵
□路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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