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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辛苦，
多么劳累。其实啊，我心里时常牵挂着
你们的安危，
有很多话一直想对你们说。
爸爸，
还记得你带我去你们上班的地方吗？我
作者：杨舒颖 铝城中学 初 43 班
不会忘记。你每天要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跑四趟。
父亲：杨值云 运输部车务段
路虽然不算太远，但路况不太好，来往的除了电单
母亲：张敏
运输部车务段
车、摩托车、柳微车和农用车外，还有时常从身边
亲爱的父亲母亲：
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爸爸，
你一定要小心啊！除此
今天是女儿十五岁的生日，你们可知道女儿 之外，在上班的过程中，你还要时刻注意安全。记
许了什么愿吗？女儿既不想要新衣服，也不想要 得有一次你跟我说，1995 年 11 月，你在氧化铝厂
生日蛋糕，女儿只希望你们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沉降车间实习的时候，检修任务相当多，
而且经常
儿时的话语还一直在我耳边缭绕：
“ 孩子，小 是高空作业。车间领导给你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
心前面的石头。”这是母亲您在指导我蹒跚学步 在离地面约 4 米高的地方补焊管道。管道纵横交
的话语。
“孩子，
注意马路上的车。”这是父亲您在 错，不好立脚，工作起来极为不便。虽在这么高的
我离家上学时的叮咛。而现在的我，每当看见你们 地方作业已不是一两次了，只要系好安全带就行
为了生活早出晚归，
奔波劳累时，女儿总会在心里 了，但为了安全起见，你系了两副安全带。就在你
默默地祈祷：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小心，要注意 还没完成焊管工作时，
突然“啪”地一声，
其中一副
安全啊！
安全带断开了！另一副安全带却牢牢地将你悬住。
我一直坚信，安全就如一根七彩的丝线把我 幸好你安全意识强，否则安全事故就发生了。当时
们一家人的爱连系一起，构成了我们幸福、
快乐的 我听到这，都急得哭了起来，可你却用那宽厚的、
家庭。我们虽然不可能拥有一切，
但没有了安全， 温暖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
“放心吧，
乖女儿，为了
我们就没有了一切。有人讲过：
“只有紧绷安全之 你，为了你妈妈，为了我们这个温馨的家，我会更
弦，才能弹奏幸福之音。”
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请 加注意安全的。”直到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来，我
你们也一定要紧绷
“安全之弦”。因为有许许多多 仍心有余悸。爸爸，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千万要
的人，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酿成了悲剧。
牢记安全第一啊！
171，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因为它代表了
妈妈，
虽然你的工作没有爸爸那么辛苦，没有
171 个曾经鲜活的生命。2005 年 12 月，东风煤矿 爸爸每天要走的路长，但你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却
特大爆炸事故至今让人们心有余悸，171 名矿工 是车辆最多的时候啊！你每天为了给我购买营养
遇难，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泪水和伤痛。亲爱爸 丰富的食物，
下班后都是飞奔到市场买菜，
然后再
爸妈妈，这样的悲剧每年都还在不断地上演着，
庞 飞奔回家。夏天回到家里总是大汗淋漓，冬天回到
大的数字让我们触目惊心。生命是如此的珍贵，
也 家里总是一身发热，生怕回家稍慢一点，
就会饿着
是如此的脆弱，一个“不小心”
，就会使我们的生命 我。我记得有一次，
你跟我说，
刚才因为走得太急，
之花破碎，使我们的家庭破碎。我不希望有这样的 没注意，一辆车呼啸而过，
差一点撞到你了。我当
悲剧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也不希望我的家庭失去 时听了很心痛，抱着你哽咽了好久。我知道，
你比
欢声和笑语。所以，请你们一定要时刻小心，
注意 任何人都爱我，
可是你也要好好地保护自己，注意
安全，不仅为了你们自己，
也是为了让我拥有最快 安全啊！
乐、最幸福的家。
前天是我十三岁生日，我对着美丽的夜空许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
“安全”与
“安定”
虽然 了一个愿：
希望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工
只有一字之差，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密不可分。无 作安全、生活平安，
我们一家人永远快乐、
幸福！
论是谁，只有在安全作前提的条件下，才能享有安
爸爸妈妈，让我们牵手安全，让安全伴我们一
定的权力，失去了安全，安定将荡然无存。太多的 生吧！
悲剧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庞大的死亡数据
你们心爱的女儿：
闭婕妤
让我们触目惊心。
“生命诚可贵，安全永第一。”
亲
2007 年 11 月 21 日
爱的爸爸妈妈，请一定要紧绷安全之弦，奏出最美
作者：
张璐 铝城中学 初 48 班
的生命韵音！
父亲：
张文
运输部汽车一队
祝你们永远平安健康。
母亲：
邱莉萍
配送部备件科
你们的女儿：杨舒颖
2007 年 11 月 21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我是多么地爱你们啊！在我的内心
作者：周拉 铝城中学 初 49 班
深处盛满了对你们的爱。写这封信给你们，
我只想
父亲：
周成富 电解铝厂三车间
告诉你们我心里的真实感受。
母亲：宋敏
十一建三公司
工厂里机器多，道路上车辆多，家里电器多。
亲爱的爸爸妈妈：
繁多的事物中，有很多危险的因素。所以，
你们一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我知道你们日夜工作是 定要注意安全。在人的一生中，
安全是最重要的，
为了这个家；
我知道你们的重担就是我们！我知道 无论是在家里户外，还是开车时，都要保证你们人
你们是为了我一家五口而辛苦地挣钱。因为跟别 身的安全。
人家比起，我们家的重担可以说是更艰难的。可
妈妈，
我要告诉您，
做饭的时候要注意使用菜
是，妈妈爸爸，我想问一句：你们注意过安全吗？
刀、高压锅、微波炉。还有就是从炉火上移动热油
爸爸妈妈，
我知道，你们不会将安全看做最重 锅时，要用围裙盖好身上、
手上，
避免被直接烫伤。
要的。我知道你们文化少，但你们是我一生中最值 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会发热的器具一不小心
得尊重的老师。爸爸妈妈，你们每天都在极热的空 也会烫伤人，
您在使用的时候应当特别当心。
间里工作，每当我想到这里，
我的心里都很难受。
爸爸，
我想告诉您，您开车时一定要注意交通
一定要仔细看红绿灯，
还要看交通
妈妈，你是伟大的母亲。你每天都去帮人炒菜 安全。开车时，
都要看清楚。
赚钱，仅有的时间都在家里做家务。周六我去帮你 标志，限速多少、该左转还是右拐，
你们要每天坚持锻练，保持身体健康，
享受生
干活时，你因为怕回家没时间做饭，就快快地切
菜，那把锋利而可怕的刀把你的手指上的一小块 活，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在锻练时，绝对不能
肉切了下来，看到那个场面，我忙去买创可贴，当 刚吃完饭就马上参加运动，避免腹痛。也不能吃得
时我的心也好像被切了一块。妈妈，我在你身旁默 过饱，饮水过多，或者吃了难以消化的食物后，就
也不能空腹参加运动。你们要养成良好
默地说：
“妈妈，
我希望你以后多多注意一下安全， 参加运动，
因为危险随时都在你身边，有时不经意，危险就可 的饮食习惯，要在饭后一小时左右再参加体育锻
练，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能来。”
爸爸妈妈，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真不知
妈妈，你的付出一定是值得的，因为你的劳动
道如果没有你们，
我会怎样。
成果是让别人吃上了饭菜，更换来了你养育的孩
祝你们永远健康！
子的关心与敬佩。所以，妈妈你一定要多注意安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张璐
全，活到百岁，我会让你多享福。妈妈，你的安全真
2007 年 12 月 27 日
的如一颗宝石一样，
在我的心里分量很重，我非常
关心你的安全。
爸爸，你是一个慈祥而正直的爸爸。你每天辛
苦地工作，睡觉的时间不多，
我一直都担心你的安
作者：樊小露 铝城中学 高 23 班
全。你是工作非常认真的工人。有一次，我去你们
父亲：樊智明
检修厂检修车间
工厂里，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而你在里面穿
母亲：
周青
动力厂空压车间
着破旧的工作服，
挥汗如雨地工作着。
我亲爱的爸爸：
爸爸，你做的工作太辛苦了，我都不知道该怎
您好！
样报答你。但是，我希望你能注意安全，
注意车辆，
您经常关心着我的安全和学习，叮嘱着我“小
注意身旁的火！
心过马路”
“不要打闹”，让我注意生活中的各项
、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安全 安全。其实，
不仅我在生活中要注意安全，您在生
祝福信，希望你们从此能时刻注意安全。
产工作中也需要注意安全操作。
祝你们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您是一名钳工，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一起检修
爱你们的女儿：周拉
着公司里的各种大型机器设备，由于工作的特殊
2007 年 12 月 20 日
性，常在各种危险环境中作业。因此，
安全工作就
更需要做得认真、
仔细。
作者：闭婕妤 铝城中学 初 48 班
您常常加班，常常抢修，我知道您工作再累也
父亲：
闭均红 坝场管理站布料车间
会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因为“安全责任重于泰
母亲：
廖敏毅 党委宣传部
山”，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警钟长鸣，常抓不
亲爱的爸爸妈妈：
懈”这些警示标语，
您早已牢记在心。但是请不要
你们好！
厌烦我对您关心的“唠叨”，要全面贯彻执行各项
从我记事以来，你们每天都是从天亮忙碌到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遵守劳动
天黑。我知道，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你们有
纪律。只有在安全中生产，
才能保证更好地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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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施展技能，更好地体现生命
的价值。
安全是一项没有尽头的长跑，
没有观众的喝彩和加油，我们每时
每刻都在跑道上。
“良好的开端是成
功的一半”
，只有毫不松懈地对待脚
下的每一步起点，才能一路播撒安
全的种子，一路收获安全的硕果。安
全亦是逻辑严密的计算，一个小数
点的疏忽就会前功尽弃，一个“0”的
漏失就会改变结果，只有“不因事小
而不为，不因错小而为之”的思想在
头脑中生根，在行动中认真实践，安
全就在您的身边。
古人云：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您
应以他人的事例来警醒自己，
注意各类安全事项。
我多愿变成一顶安全帽，时刻保护您的安全；
我多愿变成警示的标语，时刻提醒您注意安全；我
多愿变成稳固的安全绳，
在您高空作业时，保护您
的安全。您的安全是我和妈妈的最大幸福，我们每
天都希望您快乐安全地上班，
快乐安全地回家。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女儿：
樊小露（敬上）

水而立，
感受山的爱护，
更享受水的柔抚。
但您似乎从未把自己当成主角，您总是默默
无闻，甘愿付出，
甘愿奉献，
倾尽您之所有，
用母爱
的光辉将我笼罩。我受伤时，您会比我还紧张；我
放学回家晚了，您会焦急地四处寻找。但我有时却
不领情，
嫌您罗嗦嫌您烦，我是多么不懂事呵！现
在换我“罗嗦”您吧！
我和您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因为少有大起
大落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因为我们都不是十分善
作者：
熊丽 铝城中学 高 24 班
—一次也就够
于表达自己情感的，只有那一次——
父亲：
熊益才 电解铝厂三车间
了，我才真正体会到您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您的
母亲：李兴美
那一次独自回家探亲，竟差点成了生离死别。您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
脑部受了重创，躺在故乡的医院里，昏迷了好几
你们好！
天。医生们叹着气，说也许您会就此长睡不醒了。
此时此刻，很少给你们写信的女儿提起了笔， 您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我在黑夜里蜷缩在墙角，
用我最诚挚的心，
在笔尖和纸端的摩擦声中，倾诉 我从没如此害怕过，甚至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
我的情感。
在我身边，而且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受到这样的折
我听过梦坠落的声音！那是一条漆黑而又狭 磨。幸而，
奇迹出现，
上天把您还给了我。
小的街道，
有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有一辆飞驰而
妈妈，
您知道吗？我如此担心您，因为您总是
来的轿车。只听“嘭”
地一声，
那远远近近的地方只 不知道爱惜自己。您是一名教师，
人们说教师就像
洒下一片血红，
街道显得更加漆黑！
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您确实是这样。还记得
而又有多少人知道，那孩子的背后有两双形 那次您生病了，高烧不退，却依旧带病一连上了四
影不离的眼睛。是的，在责怪孩子如何不小心，在 节课。上下楼梯时却因体力不支差点跌倒。倘若
斥责司机醉酒驾车后，父母能做什么？孩子的身体 您当时摔下楼梯，
这会多么叫人担心啊！
仍旧滴血，
父母的心将永远滴血。
妈妈，请您千万注意安全，请您千万爱惜自
我常想，
要是上天能放爱一条生路多好啊！爱 己，就像您曾经说过的那样，活着的人不只是为自
没有罪。我知道，孩子的安全父母是时时留意的。 己而活，
还要为所有爱他们的人而活。因为逝者已
我知道，即使时代变迁了，地球毁灭了，你们一样 逝，而爱他们的人却要承担所有的痛苦。
会爱我。但转换一个角度，你们的安全又何尝不是
所以请您在工作时注意安全，
累了就要休息；
女儿所担忧的？
请您在驾车时注意安全，
谨防意外发生；请您下厨
知道吗？每每听到毛阿敏唱：
“妈妈，我想对你 时注意安全，
小心被刀具伤着。请您注意安全，为
说……”
的时候，
我心底最柔弱的部分会泛起一阵 了所有爱您的人。花好，月圆，人团圆，这才是完
阵欣喜，
那是一种无由来的触动；
每每听到窗外急 整。
刹车的声音，
女儿的心里就有隐隐担忧，
你们安全
祝：
好人一生平安。
吗？
爱您的女儿：赵煜蕾
爸，
还记得吗？那次你不小心让铝水烫伤了身
2007 年 12 月 19 日
体，肩膀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我心里难受极
作者：
余洪洪
铝城中学 高 23 班
了。看到在烈火的炽烤下挥汗如雨的你，
我常想：
父亲：
余华均
电解铝厂二车间
要小心，别被重物砸到。
知道吗？进入厂内，你已身处危险境地，要本 亲爱的父亲：
展信安！女儿感到很幸运，
也很自豪，因为能
着一个核心：
“只要采取措施，一切事故都是可以
预防的”； 要本着一个原则：
“ 先安全后生产，不 拥有您这样一位平凡却伟大的父亲。很久没有和
安全不生产”
。女儿知道，你们已懂得
“安全第一， 您面对面交流了，很抱歉。但您只要知道女儿时刻
主要是想跟您谈谈
预防为主”
，了解
“四不伤害”、
“五同时”
。女儿只想 在挂念着您就好了。此次写信，
对你们说，要自觉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安全技能， 有关您的安全问题。尽管您曾说过，是福不是祸，
掌握各种安全规章制度，作业时严守各项安全规 是祸躲不过，不论福与祸，我们都应当欣然面对。
话虽没错，可是，如果我们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章，不要违章野蛮冒险作业，
好吗？
看到这
为了子女，请收起你随意的自由，做安全遵章 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事故发生。我知道，
守纪的楷模；为了子女，请牢记穿工作服、戴安全 里，您肯定又想辩驳了，不过，还是请您耐心地往
下看吧。
帽是你们应做的安全工作。
记得六年前，我们那栋二楼一住户家突然浓
我知道，
你们为了我的安全不停地“唠叨”
，我
紧接着就听见熊熊烈火
“咆哮”的声音。还
也欣然听着这样的“唠叨”，那你们能不能为儿女 烟四起，
没等消防队赶到，一屋子的东西早已焚为灰烬，幸
用一颗怀抱安全的心工作和生活呢？
古人云：
“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好人们在慌乱中及时将煤气罐拖出，才避免了更
为”，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祸溺”
。 大的损失。经调查才发现，失火的原因是电线老化
而当时主人并
今有言：
“绝不留一点一滴隐患，让安全分分秒秒 引起墙纸燃烧，进而导致火势蔓延，
延续”。我想，
这些道理在东村煤矿“11·27”
特大瓦 没在家中……看着那家人个个沮丧不堪的样子，
斯煤尘爆炸事件中都能体现出来。这醒目的“安 人们除了同情，也该有所警示吧。说到这里，不禁
全”二字，警示着生命属于你们只有一次啊！你们 使我又想起那一次，当您被几个陌生的叔叔抬进
屋时，我心里一片慌乱，脑子刹那间一片空白。看
的安全，
平果铝的安全要靠你们来维系啊！
我心如刀绞般疼痛，多么
曾经有人说过：
“妈妈永远学不会写一个‘我’ 着您那只又青又肿的脚，
什么
字。”爸、妈，
我希望你们学会写好
“我”
字，好吗？ 希望我能替您痛啊！可是我当时除了流眼泪，
“傻
落笔之时，我心释然。轻轻地祝福你们：快乐 也做不了。而您只是抚摸着我的脑袋安慰道：
丫头，爸爸没事儿，
只是一场意外。”
可是那时，
我
每一天！
分明看到您疼得都皱紧了眉头。从那以后，
我对您
此致，
除了深深的爱，还多了一份担忧……
敬礼！
亲爱的父亲，您也曾说过，生命极其宝贵，它
爱你们的女儿：
熊丽
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无价之宝，并且每个人都只拥
2007 年 12 月 23 日
有一次。因此，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我会铭记您
作者：赵煜蕾 铝城中学 高 27 班
—好
的教诲，
珍惜生命。但您也一定要信守诺言——
父亲：赵万选 装备能源部备件一科
好保重自己。
母亲：谢艳军 铝城中学
在工作岗位上，请您一定要认真学习规章制
亲爱的妈妈：
度，提高安全技术，强化安全意识，积极参加有关
展信佳！
提高安全意识的活动。还有，
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
并非只有在今天才想起您，
而是在今天，更想 好，工作时才会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祝福您。
您别嫌我罗嗦，女儿什么都不要，
只求上帝能
对于
“母亲”
这个词，
我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赐您幸福与平安，让我每天都看到您微笑而仁慈
因为我无法用言语来诠释它的伟大。现在我惟一 的面庞。您的幸福，女儿的快乐，是全家的幸福哦！
能做的，只有用我苍白的文字来表达我对您的感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
“ 幸福的家庭相同的，
激与祝福。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希望每个家庭都
如果说爸爸是山，那么您就是水，水因山而安 是幸福的。爸，
您觉得呢？
稳，山却更因水而灵动。而小小的我，
面山而居，依
女儿：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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