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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
卢世财
塔拉滩上的冬天
来得总是比别处厚实
风雪隔三差五光顾一番
看似和煦的太阳毫无暖意
一丝微风拂过全身就得打个冷颤
不得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恨不得全身上下只露两眼睛在外面咕噜
但是奋斗者的眼中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
再艰苦的环境都只是脚下的垫脚石
每次出工后虽然身心疲惫
欢声笑语中总是绽放着真挚的笑容
春华秋实过后年轻的身影渐行渐远
美好的记忆珍藏在心间
(羊曲筹建处)
由于工作原因，在深入班组管
理工作中，偶然发现在分公司一班
组的班务公开栏中，一张“戒烟倡议
书”尤为醒目，内容以倡导共建文明
优雅环境、维护身体健康为主旨，以
相互监督、相互鼓励为动力，特别是
对违禁者以一种贴近生活的处罚方
式为警示，达到环境清新、脱离烟毒
的目的。
认真学习班组“戒烟倡议书”
后，深有启发。回想本人已有 30 多
年的烟龄，年轻时学会抽烟，也是由
于环境原因，看到身边的好多同学
在抽烟，出于好奇，开始了模仿，由
此在学校和家长三令五申的同仇敌
忾中下，偷偷摸摸和胆颤心惊中学
会了抽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恶习
伴随不良行为变本加厉，当然也有
惩戒的痛苦。记得在上中学时，
偷偷
抽烟被父亲发现，品尝到的一顿暴
力皮带辣条，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
悸；还记得那是上中专时，学校每学

多年过去，再回忆高考，其实本质上没
有考的好与坏的说法，重要的是所有的年
轻人在一起，做份试题，然后决定去哪座城
市，做什么工作，今后和谁相知、和谁在一
起旅行，和谁走一辈子。不管故事怎样，结
局如何，
一切都是美好的。
想想我高考那一年，距今已有十年之
余。那时的我对高考又期待又惧怕，期待因
为那是一场解放，惧怕是因为未测的结果
是否如意。依稀记得高考前几天爸妈专门
研究高考期间的菜谱，就全家四口人的饭
竟做了六凉八热，生怕在吃上待我不周，
全
家人紧张得就如送我上战场赴死般一样。那
年高考题目的难易我已不记得，高考完紧接
着就是估分、
填志愿、
还有漫长的等待。
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在树梢
上没日没夜地叫着，选择志愿的时候感觉
很迷茫，只是听从的父母的抉择选择了临
床医学，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去学医，而是进
入了电力学校选择了电气自动化专业。现
在想想，高考后的那几年是度过了一段相
当长的迷茫岁月。
进入大学，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不是心中所心仪的大学，也被动地过上了
住校生活。记忆深处更多是，
大家日常的相

辞别野情人冶
期考试结束后，以考试成绩评定奖
学金，四个学期只有第一学期拿到
了 50 元奖学金，其他三学期均因被
学校 发 现 有抽 烟 现 象 而 取消 奖 学
金，那时的 50 元，可是我两个月的
生活费，那损失可大了。上班以后，
周围老师傅们抽烟的更多，同时也
是由于工作原因和生活质量的逐步
提高，抽烟已成为嗜好，尽管受到家
庭一把手不计其数义正辞严的恶语
相向、通牒要挟，最终成效为零。纵
观抽烟史，尽管遭受皮肉受罪、经济
受损、语言鞭笞、他人指责等纠偏见
劝导，抽烟恶习并没有改变，依然我
行我素，至此非但没减少，反而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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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十年回头看高考
相信，高考才是靠近成功路途上，相对来说
最容易、最简单便捷的途。虽然学历不能跟
着人的一生，文凭也代表不了能力。但是，
有些机会，某些时候，只留给拿着这张通行
证的人。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你努
力奋斗，坚持不懈的过去。
毕业十年，回头看高考，有收获，有失
去，
有感悟，有后悔。如果说，高中拼是为了
读一所不错的大学，只是单纯为了考试而
考试；那么，大学拼是为了有一个不错的人
生，把自己的所学所见内化为自己的血和
肉，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见
解、思维、想法、视角，最终成为我们认识世
界和改造自己的一种力量。
因为，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很多阶段，
才能走向完整。
（太阳能公司）

拥抱爱人
通过各种媒体，也深深了解过
抽烟带来的害处。随着年龄不断老
化，能做到的仅限于在年迈的父母
前不忍看到他们因烟雾而产生的厌
恶和无奈的表情、具有禁烟违禁重
罚的公共场所。曾几何时，也多次有
过戒烟的决心，也仅仅构思在想法、
停留在做法、截止在步法。
而当近日在我公司的一个班
组，在没有人要求、没有制度约束前
提下，却能够达成一致、共同守约，
自觉形成倡议戒烟共识，实属可赞。
我立誓戒烟、
永不再犯!
珍爱生命，珍爱自然是人类共
同的美德。

包正兴
烟民朋友们，吸烟既是对自己
的身体健康是一种摧残，也是对他
人一种无形的伤害，戒烟不但能提
高个人的健康水平、改善个人的生
活质量、延长个人的寿命，大道却是
公益行为。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
您戒烟，远离不良生活方式，远离疾
病，以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和生
活中，为了营造环境良好、文明健康
的美丽环境，更为了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父母、爱人、孩子有一个清新、
干净、温馨的港湾，请您戒烟。
请辞别“情人”，切勿藕断丝连；
请拥抱爱人，
永葆真情恒远！
（陇电）

刘 娟

辛 琳 电检财务部

就是一个体力活，多写点，量变引起
质变，写成习惯就好了。然后我就自
习课练、课间休息时练、上课想打瞌
睡时练、感觉老师讲的课啰嗦时练、
下了晚自习挑灯夜练，一周就能写
完一本字帖外加一本方格本。当时
语文老师也要求同学练字，每天上
交一张练好的字当做作业，每当语
文课代表收练字作业的时候，很多
同学就赶紧撕下一张方格纸，匆匆
忙忙的写完上交，我则是直接一本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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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嬉闹，凌晨深夜的卧谈会，自习室图书馆
的占座，参加各种社团，毕业前夜的抱头痛
哭，这一切的一切，回想起来宛如胶片电影
般在眼前重现。
大学里，除了自身专业知识的储备和
丰富社会生活的体验外，我还收获了爱情。
大学的男友后来成了我的丈夫，在这个毕
业就分手的时代里，我们没有彼此放弃，我
们始终都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对彼此有信
心，对未来充满期待，要陪伴彼此，努力成
为对方的阳光。
大学里的爱情，简单纯粹，没有任何的
附加值，
干净透明地让人心疼。所以如果可
能的话，
不妨在大学里谈一场纯粹的恋爱。
在 现 在 这 个 每天 都 千 变 万 化的 社 会
里，高考早不是成才的唯一出路，但我仍然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接过作业本，继续龙飞凤舞。
我伯父和我堂哥比较爱好书
真正意识到要好好练字是上了
法，都写了一手好字，记忆中每年的
高中之后，高考对于河南考生来说
腊月二十九，我一大家子人都会聚
真的是一道很大的坎。激烈的竞争
集在我奶奶家那个狭小的堂屋里，
下，大家都齁掉了学，每提高 1 分的
看我伯父和我堂哥写春联，我负责
成绩都是用伏案苦读和挑灯夜战换
将写好的春联一幅一幅的放到地上
来的。有次月考我的语文成绩很低，
晾干，其他人围观时还不断点评，这
尤其是作文，更是惨不忍睹，对于写
个字写的好，那个笔画没写到位，当
作文很自信的我比较纳闷，便找到
时还小，不懂大家说的啥意思，就感
了当时教我的语文老师，小心翼翼
觉热热闹闹的挺好玩。那时起，我就
的问：
“老师，您看我这篇作文毛病
被寄予厚望，希望也能在书法上有
所长。
从我开始写字的那一刻，我就
意识到，写好看的字对我来说太难
了，可能真的是字如其人，大大咧咧
顽劣的性格下，我的字是我们班出
了名的难看，上小学时我爸也经常
看我写作业，他老人家每每看到我
“龙飞凤舞”的字体，都会指着问我：
“你这写的是啥东西？这个是啥字？”
我说这个是啥啥，他若有所思的看
半天，用充满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
出在哪了？”老师仅仅瞅了一眼，说：
“你的字也就你自己认识，跟蚂蚁爬
“哦，这篇作文是我批改的，当时就
了似的，好好练练字，一个人的字能
只看了个卷面，这字儿，我就看不出
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是以后吃
来写的啥，看你写的也挺多的，直接
饭的门面”。后来，我爸逐渐接受了
给了个辛苦分。”我顿时石化，说了
我写字超级难看的事实，每次看过
句：
“您辛苦，打扰了。”就臊眉耷眼
我的作业本，都用嫌弃、
无奈的眼神
的出来了，从此坚定了练字的决心。
瞪我一眼，
欲言又止。我则狡猾的避重
当时制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
就轻，
赶紧转移话题，
今天我们班谁又
描字帖，一个是模仿字帖的字体在
被老师批评了，
还被罚站了，
今天和谁
方格本上抄诗词、课文，因为我对书
一起放学回家的，
他回家还要去放羊，
法的理解很初级，我认为练字基本
balabala……然后说着从我爸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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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詹悦

加厉，
一发不可收拾。
抽烟是嗜好，算不上大众情人，
但 它是 抽烟 族 割 舍 不 下 的钟 情 之
物。烟民们为了香烟这个情人，
往往
忽略了身边爱人。厚此薄彼、
本末倒
置，长期以往、乐此不疲。钟爱了情
人精神上的虚无飘渺和身体上的自
我损耗，忽视了爱人铺垫的厚重的
生活真谛。
抽烟的害处毋庸置疑，百害而
无一利，亦不用叙说。抽烟反映不到
一个人的素质好坏，但它却是一种
极不雅观的恶习。戒烟，貌似一个简
单的决定，却是体现一个人是否具
有坚强意志力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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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 为拉 电三 名团支 书代 表 之一 在 中 国 革 命 圣
地——
—延安参加了由共青团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团校联合
举办的 2018 年青海省直属机关企业团委书记培训班。为
期一周的培训，让我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
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
西北局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抗大旧址、凤凰山革命
旧址，一路走来，一路震撼，一路感悟。通过亲身体验、实
践教学、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多种方式，
一幅幅泛黄的照
片、珍贵的文物、
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每一条路，
每一片树
林，
每一缕气息，每一个窑洞，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革
命战争年代的延安，当年那一幅幅惊心动魄、艰苦卓绝、
感人至深的画面，
再一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梁家河，我们唱着红歌重走知青路，在这片曾经
镌刻习总书记芳华的成长热土，体验 7 年知青岁月艰难
生活和奋斗历程，一起追寻习总书记的初心，我体会到
了一切成功都源于艰苦奋斗，我们青年应该努力过人生
的
“关”
，认真走人生的
“路”
。
我想，
“延安精神”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口号，这需
要我们团员青年用年轻人的激情和活力传承下去!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只有不负芳华，才能担负起时代赋予我
们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
（拉电）

一划、横平竖直，而我练的行书，经
常都是一个字一笔呵成，简直是南
辕北辙。赶紧改换方向，
抛弃了李放
鸣，转投庞中华。渐渐的，字体虽仍
然不是很好看，但再也不是制约考
试成绩的瓶颈了。
当时练字发疯的不止我一个，
我上铺的兄弟也和我差不多，但我
俩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我是想改善
成绩，他则是因为真的喜爱。当时晚
自习放学是晚上 22:10，到宿舍差

字
李雷

（几十页）扔到课代表那，骄傲的说：
“您瞅着哪张顺眼撕哪张，要是都不
入您法眼，我这还好几本呢。”
下次月考中作文成绩还是惨不
忍睹，又找到语文老师，我俩相互默
契 的看 了一 眼， 我问 ：
“ 还是辛 苦
分？”
，语文老师：
“嗯”惜字如金。后
来才知道，虽然我很努力，但是方向
跑偏了。我在书店买字帖时，只看颜
值，就看着行书潇洒好看，选了行
书，结果考官都是喜欢楷书的，一笔

不多 22:30，洗漱完基本就熄灯了，
我俩趴在一张桌子的两头，一面泡
脚，一面打开小台灯，开始练字，练
到 23:30，分吃掉一包小北京方便
面后睡觉。最初我俩练的都是钢笔
字，后来他进入了更高的境界，开始
练毛笔字，我还经常因为墨水臭嫌
弃他；我则奔向了更为实用的境界，
拿起了考试专用的签字笔。
上了大学，我俩还是隔壁，他清
华，我矿大（高考成绩实在对不起我

高中几年的辛苦，造化弄人），都在
五道口，离得很近，
又因为他学校食
堂好吃，我经常去蹭饭。他一直坚持
着练字，毛笔在桌子上挂了一排，每
次看他开始练字都跟点将似的，手
从一头划到另一头，再返回来拿出
其中一支毛笔，蘸饱墨水，铺开宣
纸，拉开架势，一笔一划写起来。初
心决定了你能走多远的路，正如你
所想，高考过后，我没有再练过字。
参加工作后，他留在北京，住进
公司的集体宿舍，买了上好的笔墨
纸砚，确在放满了舍友洗漱用品和
锅灶的公用桌子上腾不出来摆放的
地方。想出去租房住，
改善一下居住
条件，确终于在丈母娘面前放弃了
骄傲，被帝都逐渐高企的房价压的
难以喘息，白天上班，晚上兼职当老
师，努力让攒钱的速度能够追上哪
怕一点点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已经
好久没动过毛笔了，诺大的北京城，
放不下一张书桌，承载他的梦想。我
远赴西北，内心对将家用电脑普及
的乔帮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再也
不用趴在那吭哧吭哧写上半天，因
为几个字没写好撕掉重来，随便什
么字体，一键切换，十指翻飞，搜狗
的输入栏中就有想要的汉字，科技
的进步让我们不断得到、不断失去。
而练字，就只在我青春的记忆中的
某个深处，当我拿起笔来龙飞凤舞
的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才能感觉
到，它曾经伴随我成长。(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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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种在心灵的种子袁可能弱小袁但会长大
梦想也许是刹那间的喜爱袁也许是恒久的期望
梦想是一种你坚持就能感到幸福的信仰
梦中怀想袁有时等于理想
或是千万人的守望
小的时候袁呀呀学步袁看着父亲茁壮的身影
我就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大
这样我就可以为妈妈摘下树冠上最漂亮的苹果
为爸爸挡下前进路上不止的风雨
我还可以触摸那遥不可及的月亮
问问拖着尾巴的流星他对回家的渴望
上学了袁面对深奥难懂的数理化
我梦想自己能有一支可以自动书写的钢笔
不用思考就可以解决书桌上堆积的繁杂
而考试的时候
我再也不用头悬梁般的秉烛苦读
手中的钢笔就能让自己得到夸奖
工作了袁进入了鑫业公司
我梦想自己可以展翅宏图
我梦想自己可以扶摇直上
但看到通红电解质旁的电解工人
我颠覆了自己的梦想
那一刻袁我梦想自己是一件防护服
360 度的周密保护
可以让我们的电解工人远离滚烫
眺望在烈日下工作的他们
我梦想成为一片白云
为他们遮挡住骄阳的同时
轻抚他们热的通红的脸庞
凝视坐在休息室依然汗流浃背的他们
我梦想成为一缕清风
一丝一丝赶走他们身边的热浪
轻柔地带给他们清凉
面对披星戴月始终奋战在生产一线的电解工人
让严冬变成暖春
让酷暑变成凉夏
这袁才是我的梦想
3600 个辗转反侧的梦乡里
鑫业公司从无到有尧屹立辉煌
在焙烧启动的电解槽旁
氧化铝在天车强健的臂膀上旋转
冰晶石却承载在鑫业人弯曲的腰背上
咬牙挪步尧鼓气投掷
那打不下来的敲头包
一遍遍磨砺着鑫业人挣扎的心防
在黑漆漆的炭素厂房
不知为什么袁永远闪烁着奋斗的光亮
冒着白雾的炭块在链条上流转
漆黑的炭块排着队在红色铁水中浇筑
一台台趴窝的设备边
一部部墨染的机器旁
鑫业人爬高上低尧争分夺秒
那浸染了黑色油墨的衣服是他们埋头苦干时的礼服
那弥漫的黑色粉尘则是他们精疲力竭后的华妆
机器嘶鸣尧设备咆哮
一次次用力鼓劲的吆喝
是鑫业人不甘人后勇于奋斗的号角
也是鑫业人艰苦奋斗尧同心超越精神的内在激荡
原来鑫业人通宵达旦尧废寝忘食奋战在生产一线
让安全有保障袁让生产顺利进行
是他们的梦想
工作六年来
我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个面庞
从他深邃的眼睛里
我看到
十年间
鑫业励精图治尧创新求强
我看到
十年间
鑫业不屈不挠尧迎难而上
可无论时间怎样流逝
回望鑫业的十年历程
奋斗的足迹一步步都镌刻在甘河的大地上
我还看到
凝结着鑫业人辛勤汗水的铝锭
熔铸成各种零件运到了四面八方
我还看到
映射出鑫业人坚毅不拨的铝锭
变成各种器材流进了万户千家
我更看到
在践行十九大精神袁共筑中国梦的今天
厚积薄发的鑫业公司傲然矗立在泱泱大国的西北方
噎噎
这就是他
和千千万万鑫业人共同的梦想
渊鑫业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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