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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 年 11、12 月，广西分公司安全环保部、
企业文化部，平果铝业公司安全环保部、党委宣
传部、团委联合举办了“写给爸爸妈妈的安全祝
福信”征文活动。活动得到了铝城中学、铝城一
小、铝城二小的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征文
742 篇。经过各学校教师和活动组委会的认真评
审，评出了征文优秀奖。其中，高中组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8 篇，三等奖 16 篇；初中组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9 篇，三等奖 15 篇；小学高年级组、小
学低年级组各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8 篇，三等奖
15 篇。
在征文中，很多文章情感真挚，体现了子女
对父母的感恩和关心。子女的征文大多经过了父
母的阅读，有些征文还是在父母的指点下完成
的。通过开展此次征文活动，促进了亲人之间的
交流，达到了引入家庭安全促进机制，通过子女
对父母亲情的感召，来促进父母和子女本人安全
意识提高的目的，进一步营造了中铝广西企业社
区安全文化氛围。
《平果铝》报现刊登各年级组的一等奖作品
共 16 篇，以飨读者。

应该左看、右看、再左看，然后才能过马路，这样才
安全。
爸爸妈妈，
你们看过这封信以后，一定要遵守
自己身边的安全规则哟！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衷心地祝愿我们全家能
够永远健康平安，让幸福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使
我们度过快乐的每一天！
爱你们的女儿：潇潇
2007 年 11 月 22 日

3

作者：
黄意夏 铝城一小 三（1）班
父亲：
黄保忠 氧化铝厂电气车间
母亲：
黄秋茹 氧化铝厂循环水车间

活，
我真的很感动。妈妈，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爸爸妈妈，为了我们全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
全啊！
祝你们身体健康！
你们的儿子：
张瑞韬
2007 年 11 月 24 日

第二部分

5

小学高年级组

作者：戴圣琦 铝城二小 五（1）班
父亲：戴军
实业公司碳素厂
母亲：罗亚萍 中心试验室
一个烟头

亲爱的爸爸：
你们知道吗？我国在今年 1～9 月份发生火灾
您好！最近感觉您很劳累，因为您是一名电
173472
起，死亡 1184 人，受伤 1109 人，直接财产
工，工作上经常碰到一些危险，所以我担心您。
最近，总是听见妈妈说有人因为工作粗心，被 损失 5.7 亿元。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爱吸烟，但是吸烟不
电烧伤、电伤的事。您经常接触电，所以我担心您
的安全问题。记得有一次，妈妈说，有一天您干活 仅对身体有害，一个烟头还可能会造成一场火灾
时不小心被电烧伤，当时我一听，吓得我感觉好像 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国曾发生的两场大火灾
第二个是
有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我很担心您，
担心您受伤 都与烟头有关。一个是兴安岭森林火灾，
作者： 梁雪瑶 铝城二小 三(1)班
某大城市的体育馆被全部烧毁的大火灾。
俗话说：
的地方会有什么病情恶化的事情发生。妈妈还常
父亲： 梁宏
碳素厂煅烧车间
说，您经常要爬到高处去修理电源，尤其是打雷下 “离火能烧万重山”。我们对一个小小的烟头绝不
碰到可
母亲： 李义红 碳素厂煅烧车间
雨天爬上去很容易掉下来。妈妈还说，您工作最辛 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把烟头随意乱丢，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
苦的时候就是去上夜班了，上夜班很辛苦，
整夜都 燃物质，就可能酿成大火灾，
我最亲爱的妈妈：
其表面温度是 200～300℃，中心
不能睡觉，
还要管很多地方的电。您为了保证厂里 识。燃着的烟头，
您好！
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来与妈妈进行交谈。我知 的生产，有时在半夜还要到各地方去检查用电情 温度高达 700～800℃，而一般的可燃物质的燃点
道，这世上谁最关心、疼爱我，谁在我生病时来照 况。所以，每到您去上班时，尤其是上夜班时，我 都在这个温度以下, 可燃物与氧化剂发生的一种
我 氧化放热反应，通常伴有光、烟或火焰，就会引起
顾我，谁在我受伤时来安慰我，
谁在我遇到困难的 的心里就像揣了几只兔子一样“怦怦”跳。最近，
又听到妈妈说有几个同志被电烧伤，这让我更加 燃烧。
时候来帮助我，
是妈妈！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叔叔把一
我知道，
为了养育我，妈妈跟许多叔叔阿姨一 为您担心了。
个烟头随便扔在路边的草丛中，当时的烟头还没
当电工有那么多危险，我想给您一些提示：
在
样，每天都在辛苦地工作。可是我也知道，
妈妈您
工作的地方不像在家里那样轻松和安全。电视、报 工作时，要戴好安全防护用品；如果生病了，不能 有灭。我在草丛边看了好一会，烟头是在两根草之
纸上那鲜血洒地、
疮痍满目的画面，那凄惨的文字 硬撑着去上班，要请假，以免伤害身体；干活时，不 间的缝隙中。我相信这只是偶然，如果是掉在干草
描述让我知道，如果妈妈您在工作的时候不注意 能吸烟，如果起火了，不仅会害了自己，甚至会害 上或可燃物、助燃物及着火源上，这个烟头将会是
了别人；
在爬梯子修电源时要慢慢地向上爬，不能 一场大火的起源！
安全，就有可能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有一些特别爱抽烟的人在床上或沙发上躺着
每天上班途中那拥挤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车 像兔子一样冲上去，也不能在梯子上单脚站着，要
流会不会碰撞上妈妈，让您受到伤害；妈妈，你那 用手抓好梯子的扶手；干活刚回来时，如果觉得 也吸烟。可是你知道吗？1985 年 4 月 19 日，哈尔
一头美丽的长发，会不会被那些转动的机器给卷 渴，不能一下子就喝水，更不能喝生水，这样会对 滨天鹅饭店的火灾事故就是一个美国人晚上酒后
躺在床上吸烟引着被褥起火造成的，致使中外旅
住；地面上的积水和小石头，会不会让妈妈摔倒； 身体有害。
在这里，
我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 客 10 人死亡，7 人受伤，不但造成了很大的经济
那一根根被铁皮包住的管道，会不会烫着妈妈；晚
损失，而且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利！越活越年轻！
上黑漆漆的光线，
会不会让您看不清楚……
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不遵守安全规章制度，
此致，
可是我也知道，这些危险的事情，
只要做好预
在严禁吸烟的地方随意吸烟，结果引起了燃烧和
防工作，是可以避免的：上班的路上，要小心避让 敬礼！
爆炸。
女儿：
意夏
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时候，要把头发盘好
有的人把抽剩的半截烟卷塞在衣袋里，把衣
2007 年 12 月 10 日
或者戴好帽子；
走路的时候，要看清楚地上的石头
服脱下后，烟卷并未熄灭，引起衣服燃烧而扩大成
和积水，
小心行走……
作者：
张瑞韬 铝城二小 四（2）班
火灾。
妈妈，您的安全和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
父亲：
张忠泽 检修厂机动科
有的人把点着的烟卷随手乱放，离开时未加
福，我最不希望因为您的粗心大意而让我们在病
母亲：黄萍
铝城中学
熄灭，使火蔓延到书本、桌子、箱子、窗帘等物件
床上相见。我期望每一天妈妈都能平平安安地归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上，造成火灾。
来，和我们一道开开心心地共享天伦之乐！
你们好！
这一个个事例表明，
不能小看这小小的烟头，
最后，祝愿妈妈和跟妈妈一样每天忙碌着的
我劝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危险是无处 吸烟是生活中的一个坏习惯，一旦引起火灾，
不仅
叔叔阿姨们：
高高兴兴地工作，
平平安安地归来！
不在的。
是危机个人安全，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生命受到危
您最疼爱的女儿：梁雪瑶
先来说说爸爸吧。爸爸，您曾有过受伤的经 害，
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可能会演变成有重大
2007 年 11 月 18 日
历。那时候，
您在工厂工作时，吊车臂因为连接处 政治责任或刑事责任的问题。
作者：
张艺潇 铝城一小 四（2）班
突然松动而掉了下来，工作中的您还没有察觉到，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
爸爸：
张栋珉 矿山部机电车间
吊车臂就已经砸了下来，结果把您砸成了重伤。听 能会把珍贵的生命夺走，这是多么可怕呀！不让烟
妈妈：
赵小青 人寿保险平果支公司
一位叔叔说吊车臂砸到您时，您在空中翻了个跟 危害到我们生命的最好办法是不要吸烟，那么让
头，把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手术进行了 6 个小 我们和烟保持距离吧！
亲爱的爸爸妈妈：
时，虽然很成功，但也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做太剧
你们好！
作者：劳颖佳 铝城二小 五（3）班
首先，
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我做饭、洗 烈的运动，天气变化时您脚踝上受伤的地方还会
父亲：劳善恕 电解铝厂技术科
隐隐作痛，并且在您受伤的地方还留下了难看的
衣服，细心照顾我，将我从小孩一直养到长大。
母亲：梁燕秋 电解铝厂检修车间
我可能就永远
爸爸，
你真是辛苦了。我注意到了，
你每天都 疤痕。妈妈说，如果当时再晚一秒，
亲爱的爸爸妈妈：
是天蒙蒙亮时就起床，吃了几片干面包就去上班 失去了爸爸，而我当时只有一岁，如果真是那样，
你们经常叮咛我，上学路上一定要注意来往
了。你每天都坐着一辆大客车，再过一道弯弯曲曲 我和妈妈该怎么办呀？
受伤一定很难受，就连小小的我都知道。就像 的车辆，过马路要左右看，注意安全。我也多么希
的山路才能到达矿山上班的地方。你上班那么辛
平平安安回家来！
苦，机器的声音很大你也不怕，甚至有几次回来时 上次您骑摩托带我去县城广场玩，由于您光顾着 望你们高高兴兴上班去，
爸爸，你每天都很忙，工作也很疲惫，晚上回
你的手还被划伤或是擦破，你可要保护好你的手 回头和我说话，不小心跌下了台阶，车子倒了，人
好在您和我都没有受大伤，只是我的肚子 到家里后又要做饭又要打扫卫生，还要帮我整理
啊！爸爸，
你的眼睛还被电伤过。眼睛是心灵的窗 也摔了，
“鸟窝”
，所以你很辛苦。你一定要多休息，
这
户，它需要保护。就用防护面具挡一下眼睛和脸 上蹭破了点皮。回到家后，妈妈急得不停地问，不 我的
头脑清醒，
才不
停地在我身上到处看，生怕我有什么事。我呢，虽 样才会保证第二天上班精神饱满、
吧！你修机器时要带上棉花，
塞在耳朵里呀！
会麻痹大意、
饶幸顽干，这样才不会出安全事故。
妈妈，
我爱你。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也是你最 然表面上说没事，可我还是觉得很疼。
您在工作中也要注意安全，虽然我很少去工 你可知道，懂得休息的人，才会懂得工作啊！
爱的人，
你对我非常的重要。为了我，你不辞辛苦，
妈妈，您是一位电工，
您的职业有很多危险因
不知疲劳。为了生活，你努力地挣钱。所以，
你更加 厂，但我知道那里是很危险的，因为您不是说过
容易触电、高空坠落……而且你的休息时间也
“只要是工作的地方，
时刻都存在着危险。”这 素：
应该注意安全，
心里要记住：
“ 安全第一”。你过马 吗：
很少，中午一下班就急匆匆地赶回来给我做饭，
等
路时一定要看好车，
一定要走人行道。过人行道时 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里。
再来说说妈妈吧。每天，您在 吃完饭收拾完毕后又该到上班的时间了，中午从
讲课时，
都会吸入多少影响身体健 来都没有休息过，我们全家最担心、最放不下心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您，
在工
康的粉笔灰啊！晚自习放学时，
您 就数您了！所以，
最好是跟学生一起走，因为路上的 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干电工的时候，要头戴安全
身穿工作服，脚穿绝缘鞋。这样才能防止危险
路灯经常被高大茂密的大树挡住， 帽，
可要出大事的。
有些地方很黑，回来得太晚，我和 发生啊！干电工活，稍微一不注意，
爸爸都很担心。有一次晚上快十一 我有一次在《今日说法》电视栏目中看见一位电工
点了，您还没有回来，我已经睡觉 叔叔不戴安全帽，不穿工作服，也不穿绝缘鞋，就
就从 50 米的
了，爸爸想去接没带手机的妈妈， 爬上了天梯。他到了顶头，脚下一滑，
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
又怕我醒来独自一人在家害怕，
只 高空中坠落下来了，
爸爸妈妈，
希望你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养成“让
好把我弄醒一起去找妈妈，
原来妈
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更加安全”的良好习惯，你
妈还在跟学生谈话呢。
亲爱的妈妈，
您在辛苦工作之 们可要记住你们的宝贝女儿每天都盼望你们高高
外，还要操持家务，买菜做饭、
洗衣 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爸爸妈妈，你们在交通上也要注意安全啊！你
服。您在用刀切菜、
用电、
用煤气时
一定要小心啊！每天看见您不停地 们看：2002 年，全国共有 109381 人因交通事故死
这让多少人受到了伤害，又毁了多少幸福的家
忙碌，
并且还要操心我的学习和生 亡，
3、
4 版图片由白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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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啊！有一次，
我在电脑上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个 18 岁的女孩，骑着自行车，听着 MP3，没看
红绿灯就过马路，一辆大货车迎面开来，18 岁的
生命，就像花一样凋谢了。所以希望你们在上下班
的路途中一定要牢记安全交通规则：
红灯停，绿灯
行，
黄灯请您等一等；一停，二看，
三通过！
爸爸妈妈，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你们对我来说
缺一不可，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在工作之中
你们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多注意身体啊！生命是革
命的本钱，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一切嘛！我衷心
祝愿你们工作顺利，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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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旭妍
父亲：马军
母亲：
曾闫丽

铝城一小
铝城中学
铝城中学

六（1）班

危机的自述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几日不见，近来怎么
样？什么什么什么，你问我是谁？连我都不知道，
太没文化了吧。听好了，我的名字叫危机！什么，
你没听说过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天天就粘在人
类身边，你怎么会……算了，还是自我介绍一下
吧！
姓名：危机
出生日期：
当地球上有了生命时
所在地：随处可见
最喜欢干的事：
制造危险
最讨厌干的事：
当制造危险时被人制止
好友：马虎、
粗心、
大意……
敌人：安全、
仔细、
小心……
听了我的介绍，你应该认识我了吧！怎么，
还
不了解我？My god！算我服了你。你再看看以下
几个镜头吧。

镜头一：
某年某月某日，某出租车司机在车内吸烟。吸
完后把烟头往车内一丢，随便用脚踩了一下。一股
睡意向他袭来，他揉了揉眼睛，
索性把车停在了路
边，
靠在靠背上睡着了。
谢天谢地，烟头没有熄灭。
我嘛，给他添点油，加点火，再借点风一吹，呼，火
苗着了。我赶紧锁好车门车窗，溜到了车外。
渐渐的，整辆车都被包在了大火里。司机察觉
到了异常，醒了过来。他看到周围是一片火海，想
弃车逃生。可车门却怎么打也打不开。他使劲地敲
打着车窗，引来了一群围观者。嘻嘻，
有更大的好
戏看喽！我又往火里加了点佐料。
“嘭”，
汽车爆炸
了，
使得人们死伤无数，哈哈哈哈……

镜头二：
某年某月某日，某工人工作时发现输煤机的
皮带与皮带辊打滑了，他鬼使神差地用戴手套的
右手拿起皮带膏，以顺时针的方向往皮带辊上抹
膏时，正好被我看到了。俗话说，赶得好不如赶得
巧啊，看到这么喜欢我的人，不给他些礼物怎么行
啊！于是，我便在输煤机上作了点文章。忽然，
他一
—右手连同右上
个不小心，掉进了我的陷阱里——
肢被卷入了皮带辊，挤压成了粉碎性骨折……

镜头三……
看了这么多的镜头，你应该认识我了吧。不
过，
我警告你：
做事时小心点！否则，
下次的“意外”
就会出在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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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前些日子，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
这则新
闻中的类似事件在我的脑海中发生过，这则新闻
把我带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前几年，我听到爸爸的工友说过，爸爸在厂里
从事冲压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被冲压机压断了右
手食指。回想起当时听到这件事时的情景，我仍然
感到心酸，感到非常难受。
爸爸妈妈，
我知道你们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安
全意识也是要时时牢记在心中，不能疏忽大意。电
视上经常有一些场面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啊！什么
事情都不重要，只有安全最重要。只有每个人都增
强安全意识并且把它掌握好，遵守交通规则才能
保证安全，建设好更加安定和谐的社区环境。平时
我出门去上学，你们都会叮嘱我要注意来往的车
辆，行走要走人行道，骑车注意靠边，千万别骑太
快，要遵守交通规则……我希望你们也能做到这
些，
希望你们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来！
我在这件事情中领会出了一些道理，也希望
你们能吃一堑，长一智，不再重蹈覆辙，认识到安
全的重要性。
爸爸妈妈，
我希望你们在工作、日常生活中像
疼我爱我一样地爱护你们自己。
最后，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
快、
万事大吉。
此致，
敬礼！
黄天铸
2007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