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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有点羞涩

我的小时候
音，也许它碎过，但大人们觉得不打紧，就没有
叫醒我们，
因为儿时的梦很美、
很甜。
小时候，对我们来说最有诱惑力的当然是
烤羊肉串了，四号楼楼下一排排的烤羊肉摊一
到夜晚飘出来的阵阵肉香，一想起来就会流口
水。那时候大人们总是在我们吃完晚饭后才去
吃烤羊肉，随便吃几串，算是夜宵吧，于是我们
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拿
烤羊肉当饭吃，然后一顿吃得饱饱的。为了这
个心愿，各自从家里偷菜票的计划就悄无声息
的实施开来，每天偷拿几张，积少成多，凑够数
的那天晚上在大人们下班前我们先跑去美餐
了一顿，那种满足感，我想比买彩票中了头彩
还高兴。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是我吃过的最好
吃的烤肉串。
小时候，听说谁要是能在丁香树上找到五
瓣丁香花，对着它许愿，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于是每到丁香花开的季节，我们就不厌其烦的
重复着一件事，寻找五瓣丁香花。有运气好的
小伙伴找到五瓣丁香花可是不得了，大家争着
抢着都想许愿，那就看谁和那个小伙伴关系
好，才可以借过来了，然后找到花的小孩瞬间
便被大家如“众星捧月”般围绕，只为了能拿到
花瓣，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虔诚的许下心中的
小小愿望。
小时候……小时候……我就这样无忧无
虑的在龙羊峡度过最美的孩童时光，个中的童
真童趣伴着我一路成长。二十多年过去了，流
逝的岁月不会回来了，但却永远的保存在了我
的记忆里。
如今的龙羊峡早已今非昔比，
“天上龙羊”
的美誉名扬四海，儿时记忆中的地方被永久的
“封印”在了照片里，而我依旧工作、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没有了儿时的童趣，却在心头刻上
了责任二字，只愿为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贡献
自己微薄的力量，
愿它的明天更辉煌！
(龙羊峡发电分公司)

早晨乘坐通勤车听到车载收音机播放一
则消息，在电梯内一位带孩子的妇女为劝阻一
名吸烟的男士而遭到谩骂和殴打，这不由使我
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事例。国庆长假回山东
老家看望父母，在回来的路上乘坐 K976 次列
车。上车后，车内广播就提示本次列车是全程
无烟车辆，作为一个“烟民”
，自然要走到列车
的接缝处查看一下，
果然，
没有烟缸。
列车行驶都一个多小时了，好容易到了一
个车站，刚想下车去过一下烟瘾，乘务员说：
“这里停车 2 分钟”。只好又回到车内乖乖的坐
下。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列车始终没有停靠一
个大站。时间久了想吸烟的感觉也渐渐淡化
了，反而眼睛忙了起来，一路上观看着田野里
耕作的机械和三三两两在农田中忙碌的人们。
“谁让你在这里吸烟，不知道车内全程戒
烟吗？”
一声听似很愤怒的吼声，将我的眼球吸
引到车厢内。在车厢的接缝处，一个看似 40 多
岁的男人，脸色羞红的将香烟丢在车厢的地
下，用脚很劲的捻灭了烟头，随之又俯身将烟
头捡起，
装在了口袋中。
看到他的举动，我开始好奇起来。也许是
烟民的共同感受，待了一会，就不自觉的靠近
了他的身边，很小声地问道：
“ 烟瘾犯了，怎么
不到厕所去抽。”
，
他看看我，也小声地回答
“厕
所里吸烟，烟没处去，影响别人。”我又小声地
问道：
“刚才看你脸都红了？”
他也小声地答道：
“自己做错了，
在这么多人前，
我害羞了。”我俩
似有同感似的相互微笑起来。气氛打开了，话
语就稠了。他接着缓缓地说到：
“我吸烟已经有
20 多年，几次想戒，都没有戒成，只好少吸点。
这次是坐车时间太长了，上个站停车时间 10
多分，只顾了去买早点，忘了吸了。这不，吃饱
了烟瘾就来了。”我好像很理解的点点头。他
有接着说道：
“人应该知道羞涩，这没有什么不
好的，至少可以约束自己一点……”
是啊！人是应该知道一点羞涩，
这起码说明
你还有做人的素养，
还有一点社会道德。那些在

公共场所粗言秽语的、
大打出手的，要是知道羞
涩，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现在，
国家倡导
建立和谐社会，
每个企业都在打造自身的
“和文
化”
。如果每个人都能用社会道德来约束自己，
和谐社会的建立就不会太远了。
(创盈公司)

书法

因芦 静
常的飞速，我没有仔细记录过 20 年
前火车两旁的景观是什麽样子，但奇
怪的是，我总觉得当下看到的窗外的
景象似曾相识！20 年，于人生，
是一段
不短的时日，20 年来，这窗外两边的
变化定是超乎想象，然而，就是这么
奇怪的感受让我贪婪地不肯放过一
丝一毫的景物，找寻着那份似曾相识
的、
深藏在记忆里的模样。
在我读大学及后来在学 校所在
地短暂工作的六年里，母亲曾先后数
次往返于兰州——
—长沙的旅程，为了
接送我、为了讨论我的工作、为了探
望生病的我和陪我治疗。还记得每次
到武汉、西安等这样停靠时间较长的
大站，我和母亲都会下车在站台上走
动走动，还清晰地记得与母亲共同乘
车的无数次难忘的经历，虽然是那么
难捱的 40 个小时，因为有了母亲的
陪伴，我的心中正如雀跃，那样快乐！
就像现在我身边的女儿，因为妈妈的
陪伴，内心无比安定，饱满的小脸上
绽放着与妈妈当年在自己妈妈身边
一样平静而幸福的微笑。看着女儿，
脑海里不断浮现的都是当年的自己
和母亲，有关母亲的记忆太多太多，
足以让我用一生去品读和怀念。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万家团员的
大年夜，因为缺失了母亲，悲凉透骨，
想念，将我细细密密的缠绕，无法喘
息，
彻夜难眠。大年初一，
和女儿坐在
高铁的车厢里，脑海中时时浮现的，
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母亲的模样。想念

您，我亲爱的母亲，深入骨髓的想念！
我知道，此生已无迹可寻，只是，这份
想念，太痛了！
心得篇
到达西安当天，我们下榻于宝爸
重金网订的楼上卧室、楼下客厅的唐
式装修酒店。酒店坐落于大慈恩寺景
区内，每当夜幕降临，公园到处的灯
笼满满当当地洋溢着“年”的气息，各
色各样的灯笼装点着公园、街道，心
际间也忍不住跟着温暖了起来。星星
点点的灯如万家灯火照亮了多少游
客的心，街边小贩的叫卖声更是让人
想起久违了的年少时代。
琳琅满目的各式玩具和饰品挂
满了各个街边小亭，女儿目不暇接，
恨不得把那些鲜亮的、闪光的宝贝都
收为囊中之物，多次提出购买的要
求。想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
装不好装，拿不好拿，回家时是带还
是扔，犹豫再三，回绝了女儿的购买
要求，不难发现，女儿很失望也很不
满。
远远地看到一个很有规模的棉
花糖的摊位，我突然地就想起了一次
儿时的春节，那时的我大概与女儿一
般大，与父母一起在公园看灯会，也
是在一个棉花糖的摊位前，我驻足流
连，不肯走开，母亲笑吟吟地走过来，
要了两个看着就很诱人的糖棒，递给
我和姐姐一人一个……早已忘记了
当年棉花糖的味道，只是，母亲不时
地、慈爱地摸摸我梳得整整齐齐的小

辫子，说“过年嘛，就是小孩子高兴”，
直到今天，我甚至还可以听到母亲美
妙的声音，还可以感受到她手掌心的
温度！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母亲慈
爱的面庞，感受到了母亲眼睛里传递
给我的那麽简单的、却温暖的、至今
想起来还记忆犹新的、满满的爱与成
全。
是的！对于孩子，这就是一种成
全。蓦然间，我有些后悔拒绝女儿并
不过分的小要求，在她小小的胸怀
间，我是多么扫兴的那个人，我决定，
买给她，哪怕回家时带不上也让她有
这几天的欢乐，生活，本身就应该充
满情趣！
看灯回来的路上，女儿再次要求
并承诺她的东西她自己负责拿回兰
州，我欣然答应，女儿高兴得跳了起
来。其实很多育儿书籍上都有过这样
的论断：不要用你成人的思维去限制
孩子的行为和情绪，很多时候，家长
怕麻烦，怕找事，却容易给孩子留下
心里的遗憾，只是他无力反抗。
回兰州时女儿确如她所说 自己
负责拿回了所有她买到的玩具，虽然
有些大，不太好拿，不论是在地铁还
是火车站她都把她的宝贝保护完好。
当火车上有人往行李架上放东西时，
她还要起身告诉对方不要压到她的
玩具。
当女儿最后确认她的玩具 安全
后，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沉沉睡去，看
着她憨憨的睡相，我很庆幸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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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李晓云

相约古都 且行且感
戊戌春节大年初一，与西安相
约！极端仓促，但达成了孩子的心愿，
也还惬意。
大抵是“年”的气息惊艳了周边
的空气，也沾湿了浓稠的情感，所遇
所悟都更易于感念，细小的事端都会
勾起思索，展开回忆，
且行且感……
想念篇
五岁多的女儿，正是对任何事物
都充满好奇的年代。高铁，在她的意
识里早已被神化，向往许久，每每在
电视里看到都激动异常。春节之旅，
为孩子圆高铁梦，订票、检票、进站、
直到找车厢找座位都由她参与完成，
看着小小的她可以基本独立完成这
一系列“工作”，感叹着孩子的成长，
却更介怀于自己的变老。突然地，脑
海里就飘进了龙应台的那句经典话
语：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是目送
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其实，看
着孩子成长的过程，绝对是有“忧郁”
成分的，亲子关系，就是如此亲密却
指向分离！
很多年没有坐火车向东行进过，
20 年前上大学时，
一年四趟的火车之
旅曾包含着多少憧憬、想念、不舍与
复杂的情愫。那时的火车没有如此高
速，每次想起近 40 个小时的异常不
舒服的、脏兮兮的旅程，内心对火车
都比较排斥。工作后，出门都是坐飞
机，偶尔出趟差，
也是短暂的时光。再
次坐上火车，方向与 20 年前的方向
一致，只是距离短些。洁净的车厢，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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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朦胧

因赵效泽

因贾 琼
无意中看到了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龙
羊 峡 期 刊 ，儿 时 的 记 忆 如 潮 水 般 涌 来 ，一 张
张老照 片就像时光机器倒流，带我回到了小
时候……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很忙碌，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是独自在家的，每个小孩的脖子前都会
挂着一个钥匙，成了那时候的标志。那时候我
们最喜欢去东大山玩耍，因为那有一个大的铁
吊桥是去往山上的必经之路，大人们怕过桥危
险，所以不让我们自己去，于是乘着大人们上
班的时候偷偷去山上玩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
的小秘密。约上三五个小伙伴一起从摇摇晃晃
的铁吊桥上飞奔过去，是最开心的事情。然后
比赛揪狗尾巴草，把它们从茎上一根根抽出
来，成把的攥在小手中，谁多谁少定要分出个
优劣胜负，最后剥叶取蕊送入口中，美美地享
受品尝，那蕊软绵绵的，带着特有的青草味，清
香甜美，口感好着呢！
小时候，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去库区边玩
耍，一呆就是一整天。大大的石头堆成了天然
的迷宫，大家你藏我找，你跑我跳的好不热闹。
或者比赛看谁捡的石头最漂亮，或者看谁用石
头摆的图案最漂亮。在别的小伙伴专心摆弄图
案的时候坏坏的往水里仍个石头，溅起的水花
弄人家一身，逗得自己哈哈大笑，之后又开始
新的一轮追逐嬉戏，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
小时候的龙羊峡经常发生地震，会有明显
的震感。儿时的我们虽然听大人们讲过地震危
害却不以为然，
一直觉得大地微微晃动是件很有
意思的事情。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夜里睡觉的
时候放一个啤酒瓶，
而且要小口朝下倒立着，
虽然
我们都很好奇但都知道那个瓶子是任何时候都
不可以动的
“禁地”
，
大人们说这样放着瓶子，
如果
夜里地震了，瓶子很容易被摔碎，听到响声就
要很快跑到外面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
在偷偷比赛，看谁能在地震的时候最快的跑到
外面去，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瓶子摔碎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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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宏新（宁电分公司）

杜绝她的要求而给她留下遗憾。
有关生活的经验和乐趣都是自
己积累和找寻的，强硬的按照自己的
意识去要求孩子，结果不见得会好！
想想我们自己，是否有些小小的遗憾
都是长大成人后才得以释怀，我们年
幼的时候，又有多少次将父母善意的
劝告和提醒置若罔闻，放开手让生命
自己去体验，去积累，不要打压他的
兴趣，更不要打压他的快乐！
感念篇
所到之处，人满为患！习惯了不
慌不忙地赶车，坐在办公室不慌不忙
地看电脑，看着眼前密密麻麻人海里
挤进挤出的人，急躁、烦闷，不免在心
中嗔怪自己的冲动：大过年的来感受
这份拥挤和劳累。然而，看看周围人
流的从容，看看拥挤的人群传递出来
的热闹的气息，告诉自己：生活本就
是这般琐碎！旅行，在感受美景的同
时，更多的是心灵的收获！
当我们把自己放在更大的空间
里，有能力放空自己的内心，有能力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抒发自己登高
望远的情怀，有能力去真实由衷地感
叹大自然的造化而澄净内心的躁动，
有能力在平凡琐碎中去发现真实的
快乐与平实，何乐而不为？
我的宝儿，凭心而论，带着你出
门旅游，真累！但是妈妈愿意，这份真
实的心甘情愿也是一种幸福，不是
吗？妈妈不能替代你的感受，也不能
肯定每一次的跋山涉水都能在当下、
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你心有所获，妈妈
单纯地以为：带领你开阔你的眼界，
时常的走出固有的一成不变的生活
环境，引导你认识世界的广阔，用你
自己的感官去丈量你眼中的世界一
定会让你脱离井底之蛙的狭隘！脱离
思想的桎梏！在你未来的人生之路
中，妈妈只愿做一个忠实的、有能力
的、有见解的、有知识的引导者，引领
你走出快乐的、有见识的、有品位的、
有格局的、充实的人生之路！希望每
一次的旅行都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
印记，留下收获！都会在你不断完善
的情感中留下感动、留下爱！希望你
的生命有无数的爱与感动去装点、去
丰富！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像妈妈一
样，用满满的爱意去感知家、亲人、父
母所营造的无限美满温馨的时刻！这
份爱与感动，将成为你生活道路上永
远的后盾，永远的安慰！做一个心中
有爱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
拥有广阔而快乐的心里空间的人，接
受爱、容纳爱、给予爱！
与古都西安短暂的相会，结束
了！
2018 新年之旅，落幕了！
愿：新的一年，
一路洒满阳光，
今天乃至以后的以后，行，并感
悟着，温暖着……
(陇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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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萧瑟凄厉寒气凛冽
呼啸而来的风
犹如西伯利亚的一匹野狼
肆意撕咬着它不顺眼的一切
你看
树木光秃了躯干落叶支离破碎
鸟儿早早去了南方
人们也被迫穿起了臃肿厚实的衣服
在水电站、光伏电站、风电场里
一顶白色的安全帽，
各式沉重的设备仪器
他们的身影之于伟岸大坝身躯犹如小草
之于大树
他们的数量之于光伏板块犹如滴水之于
江河
穿行穷山僻壤、穿过戈壁荒滩
而他们却是保证电力生产安全稳定的关
键一环
为电气设备进行“体检”
职责神圣而又身担重任
统称他们为“试验人”
试验工作在技术素养上高要求高标准
还是一项体力重活工作，
虽不足以形容是胝肩茧足，
但沉重的仪器设备搬运
电气设备上的高处作业
各站点的马不停蹄奔波
绝对能称作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时刻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
认真、
审慎地进行每一步测试
他们认真、
务实地记录每个试验的测量数据
对试验数据进行总结和报告，做到不误
报、无谎报
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党的十九大标定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提出了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试验人将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
更加蓬勃的活力
他们不曾停下，奋斗的脚步
他们不曾抛却，对梦想的追逐
他们一直在路上
（电力技术公司）

礼赞黄河
因高亚瑛
你，
是西部大地，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
你，
是西部夜空，闪烁耀人的永恒之星；
你，
是西部流域，破风航行的金色巨轮；
你，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希望……
十九年前，一只雏鹰，
展开了高飞的翅膀；
十九年前，一栋高楼，
夯实了坚实的地基；
十九年前，一艘航船，
扬起了前进的风帆；
十九年的风风雨雨；
十九年的艰苦奋斗；
十九年的科技创新；
十九年的与时俱进；
十九年造就了一只破击长空的雄鹰；
十九年矗立了一栋风雨历程的高楼；
十九年建立了一艘承载梦想的航船。
黄河，
我们的父亲，
你用坚实的臂膀支撑着我们的家，
为我们的发光发热给予舞台；
火，
我们的先辈，
星星之火将我们照亮，
为我们的前路点亮星光；
水，
我们的母亲，
温暖的怀抱将我们紧拥，
为我们的前进铺平道路；
风、
太阳能，我们的孩子们，
你们是美丽的花朵，
你们是初升的太阳，
去吧，尽情的享受自己的童年吧，
在我们铺就的道路上奔跑吧，
跳跃吧；
尽情的高歌呐喊吧……
孩子们，
童年的时光是短暂的，
未来的道路需要你们自己去探索，
挫折、
坎坷不可怕，
用你们的智慧去战胜它们吧；
困难、
挑战不可怕，
用你们坚强的内心去战胜它们吧；
苦乐并存，机遇就在前方，
不要怕，
去吧……
记得，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忠实的支持者，
记得，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就让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
站在黄河给予的舞台上，
舞出一曲振奋人心的篇章。
十九年已经过去，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十
九年，
播种信念的种子，浇灌理想的幼苗，
用我们的智慧去播种，用我们火热的心去
浇灌，
未来的黄河将鲜花遍地，绿草成荫，
让我们怀抱着奉献绿色能源，服务社会公
众的理想，
水、
火、
新能源协同共进，
向着下一个美好的十九年奋力狂奔吧。
（太阳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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