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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梦

飘呀飘

一缕心香

冷艳佳人回眸的笑

你的贺年卡片

为何寄得这般早？

是盼春尽快来临

还是心里早已涌动春潮？

吻我的脸

冰肌玉骨顿消

世界因你变得神奇

时光因你变得美好

关中的节气确实有点特别，这不，到庚子
小雪这天，天空中不时飞起银花来。雪雨交
加，感觉这寒冷的天气，与往年比起来，确实有
点更冷的意思，想必今年可能是更加寒冷的一
个冬天了。“小雪”过后的第二天，即是农历十
月初九的日子，早上出门，只见漫天鹅毛飞舞，
大片大片的雪花，占据了整个天空。阴沉的天
空，更映衬着雪的洁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唐
代戴叔伦的诗句“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
失林峦”。雪花飘舞，姿态优美，给这寒冷的天
气带来了诗情画意。明代戏剧家高濂叙写道：

“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飞舞的雪花，落到
孤傲的竹子上，衬托出雪的清美与纯洁，竹的
刚直与挺秀。众多的雪挤压在松枝上，愈发显
得青松的俊伟与苍劲，落到了瘦骨遒劲的梅花
树上，隐若间透显的褐枝铁杆，给人以玉骨和
冰姿的仙风之感。雪如天外飞来的洁白使者，
给这萧索的冬以梳妆打扮，使冬有了极致的
美、苍荒的力量与诗意般的遐想，赏雪便成了
人间趣事。文人赏雪，平添了骚文弄章。所以

有了陆游“檐飞数片雪，瓶插一枝梅”的诗句。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卢梅坡
在其诗《雪梅·其二》中的描写，却道出了雪、
梅、诗三者的关系。

当下，人们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静
思、欣赏自然、品味生活，反而有点缺乏和孤
单。实际上，社会生活包含物质和精神文化两
个层面，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需要以民
主和法制做基石，更需要以先进文化为驿站。
当公民的生活注重精神享受和文化价值追求
的时候，民族的先进性、成长性便不言而喻。

扯远了，还是说“雪”，看到满天鹅毛大雪，
同事说：“小孩子看到下大雪，欣喜地蹦蹦跳
跳。”看来，雪给人带来的好处，不仅局限在

“赏”，还有“玩”“稚趣”。小时候，下大雪，小
朋友们就堆起了雪人，堆好雪人，大家就围绕
着追打，投掷雪球，甚为有趣。现今城市中的
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学习压力很重，少了
童趣，少了交朋友，少了对大自然的了解。建
议家长们能让孩子更多地走出家门，赏雪、看

花，在幼小的心里播下热爱自然、拥抱自然，与
大自然共生存的种子。读万卷书固然重要，交
友、行万里路也不可缺少。神奇的大自然是一
部非常丰富的教科书，想来旅游的意义和乐趣
便在其中。

“小雪”的节气，有点特殊，明大学者王象
晋的《群其谱》中有言：“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
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写出天气渐寒，降雪开始，
由于大地尚未完全冰冻，故雪降落地面便融化
了，很少看到积雪。尤其是城市，车水马龙，罕
见厚雪。此时，若走出家门，走进旷野，则是另
一番景象了。缤纷多彩的叶子，随着寒风离开
了它依恋拥抱的树枝，散乱在阔野。弯曲的枝
丫兀自伸向天空，给这灰蒙蒙的天平添了劲
苍。放眼望去，不远处的柿树，未摘犹挂在树上
的柿子火红火红的，愈发耀眼，诱人垂涎。给这
单调的冬，赋予了神采的点缀和悦动的神韵。
眺望远山，褐灰荒寂，大雪覆盖着山体，给人以
震撼的力量，不由得使人想到，静默也是有力
量的。皑皑洁白，在光亮的抚摸下，闪透出轻

盈的、淡淡的色彩，时紫、时蓝、时红……
孤身一人，站在荒漠中，静谧的让人几乎

可以听见心脏的跳动声，思绪随寒风飞动，浮
想联翩。静，给人带来了安逸、思索，也带来了
淡淡的幸福、回想。风雪搅动的原野，却是静
的。雪轻轻落在身上，飘入心底，带动和涌出
了汩汩暖流，那是思想的温馨。暖屋中的人，
却又是另一番心思。“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
来一片寒。”看来雪带走了心，随风飞扬，散落
在峰峦与林间。

古人画雪景，倍感奇特。北宋范宽有名画
《雪景寒林图》，画中群山重重，险峰屏立，深谷
寒桥，萧寺掩映，林木苍萧，寒水静卧；山中林
舍，农夫孤坐，赏雪观景，给这寂静的雪林寒谷
以生命的张扬。可见文人观雪，不仅在心静，
更在灵动，似乎春的脚步已登临寒谷峻山了。

瑞雪兆丰年。今冬“小雪”的雪是祥瑞的，
想来明年的夏会是一个丰收的景象。“小雪雪
满天，来年必丰年。”但见杏繁桃硕，汗溢脸庞
的农夫，忙碌中，透出丰收的喜悦和幸福……

你好，2020年的雪
□肖国芳

莫非是柳絮绒团莫非是柳絮绒团？？莫非是飞莫非是飞
银溅玉银溅玉？？如玉如玉，，比玉晶莹比玉晶莹，，似银似银，，比比
银洁白银洁白；；一点点一点点、、一片片一片片、、一朵朵一朵朵、、
一簇簇一簇簇，，为千山万岭巧织新帘为千山万岭巧织新帘，，为为
万木丛林点缀边幅万木丛林点缀边幅。。雪雪，，人们盼望人们盼望
已久的你已久的你，，终于姗姗而来终于姗姗而来。。

雪雪，，似乎非常理解人们似乎非常理解人们，，它又它又
下开了下开了，，飘飘洒洒飘飘洒洒；；树白了树白了，，地白地白
了了，，山白了山白了，，路白了路白了，，于是一切白茫于是一切白茫
茫了茫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千树万树
梨花开梨花开””；；我开始突发奇想我开始突发奇想，，这还真这还真
是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一唱雄鸡天下白””，，不不，，它是它是““一一
夜北风起夜北风起，，天下俱大白天下俱大白””。。

““风雨送春归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飞雪迎春到。。””雪雪
的美的美，，不仅仅是银装的外表不仅仅是银装的外表；；雪有丰雪有丰
富的内涵富的内涵，，作为冬天的使者作为冬天的使者，，它也是它也是
孩子们快乐的源泉孩子们快乐的源泉；；只要有雪精灵只要有雪精灵
的地方的地方，，就会充满丰收的希望就会充满丰收的希望。。

与与雪相拥的日子雪相拥的日子，，看路上人看路上人
来人往来人往，，心中是如此的快乐和欣心中是如此的快乐和欣

喜喜；；其实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友谊的温每个人都渴望友谊的温
暖暖，，渴望被关爱渴望被关爱，，渴望一份懂得渴望一份懂得，，
人生路上的相遇人生路上的相遇、、别离别离，，总会留下总会留下
一缕芬芳一缕芬芳。。

雪雪，，纯洁晶莹纯洁晶莹，，荡涤心灵的尘荡涤心灵的尘
埃埃；；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只只
用一种朴素的颜色用一种朴素的颜色，，就把大地上就把大地上
的一切描画得如此多娇的一切描画得如此多娇；；万物在万物在
皑皑白雪中半遮半掩皑皑白雪中半遮半掩，，整个世界整个世界
如同风雅的古画一般如同风雅的古画一般。。

雪雪，，是你是你，，给人类装饰了美丽给人类装饰了美丽
的世界的世界；；是你是你，，给了孩子欢乐的海给了孩子欢乐的海
洋洋；；也是你也是你，，以崭新的一面以崭新的一面，，给人给人
以美的召唤以美的召唤，，银装素裹的天堂银装素裹的天堂。。

雪雪，，琼枝玉叶琼枝玉叶，，粉妆玉砌粉妆玉砌，，皓皓
然一色然一色，，你以那绵绵的白纱你以那绵绵的白纱，，装饰装饰
着世界着世界。。

雪雪，，你是春天的使节你是春天的使节。。在新年在新年
到来之际到来之际，，你的身上寄托着人们多你的身上寄托着人们多
少温馨少温馨、、憧憬憧憬、、希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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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内的人儿一丝惆怅窗内的人儿一丝惆怅
窗外的雪花一缕轻灵窗外的雪花一缕轻灵
风儿迈着优雅的舞步与雪花嬉戏风儿迈着优雅的舞步与雪花嬉戏
以千种姿态以千种姿态，，万种风情万种风情
洒满村庄洒满村庄
洒满原野洒满原野
洒满人们期待的心洒满人们期待的心

雪花羞涩地悄然飘落雪花羞涩地悄然飘落
像是怀着无法诉说的心事像是怀着无法诉说的心事
躲藏在冰凌的雪片之后躲藏在冰凌的雪片之后
与雨点的雷厉风行不同与雨点的雷厉风行不同
她轻柔的她轻柔的，，一点一点消融一点一点消融
她怀着热忱她怀着热忱
携着欣喜来到世间携着欣喜来到世间

却无意将寒冷化作利剑渗入心灵却无意将寒冷化作利剑渗入心灵
人们裹紧衣袖人们裹紧衣袖，，行色匆匆行色匆匆
天地万物素裹天地万物素裹
树白了树白了、、村庄白了村庄白了、、远处的山也白了远处的山也白了
谁料谁料，，却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却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雪未停雪未停，，那满怀期许的歌声那满怀期许的歌声
就在咯吱咯吱的踩雪声里唱响就在咯吱咯吱的踩雪声里唱响

堆雪人堆雪人、、打雪仗打雪仗、、赏雪景赏雪景
冬雪不再冷清冬雪不再冷清
好似点燃了激情好似点燃了激情
让枯的草让枯的草、、光的树光的树、、白的冬白的冬
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温暖多了几分温暖
凝结成一生中抹不去的记忆凝结成一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十载缘分情悠悠
□吴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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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创刊七十周年优秀征文选登本报创刊七十周年优秀征文选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陕西
工人报》的帮助，我就不会有现在的自
信，更不知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019年春运期间，我写的《春运一线
“夫妻档”》在《陕西工人报》刊登后，不久
被多家媒体转载。我们宝鸡整备车间燃
油班组的一对夫妻，并肩战斗服务春运
的事迹广为人知，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让车间在 2019年春运宣传中实现了

“开门红”，从而受到上级表扬，我也因此
被评为 2019年“春运杯”劳动竞赛宣传报
道先进个人。

我是铁路运输单位的通讯员，2018
年从段机关来到车间。每年春运宣传，
上级对媒体刊稿都有量化要求。一线车
间的新闻怎么才能在如雪花般众多的稿
件中脱颖而出，刊登在高级别的媒体上，
这对刚到车间不久的我是个不小的挑
战。是《陕西工人报》的帮助，让我找到
了一线车间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向。

最开始接触《陕西工人报》是 2011
年 8 月。我从运输一线被借调到段工

会，重点工作完成后要向上级工会上报
信息，有时也写一些工会新闻，但都是向
内刊投稿。段工会每年都要为十几个车
间、科室，100 多个班组订阅《陕西工人
报》。每天在翻阅报纸时我就想：我写的
工会新闻能不能也向《陕西工人报》投
稿，可是又一想，省级报纸会采用铁路企
业工会的新闻稿件吗？犹豫多时最终还
是鼓足了勇气，将当时段工会组织开展
的，评选“十佳青工”活动在职工中引起
的积极变化等情况，写了篇《“十佳青
工”俏一线》的消息，投给了《陕西工人
报》。没想到，这篇稿子很快就刊发了，
这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和鼓励，使我对工
会信息宣传工作更加有信心，也让我爱
上了《陕西工人报》。

2012 年全国工会系统开展“服务职
工在基层”活动。段工会通过实施“四项
工程”确保活动落地见实效。我将段、车
间两级工会组织的典型做法进行总结提
炼，写了《新丰镇机务段服务职工“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的消息，投给了《陕西

工人报》。这篇稿子刊登后，我怎么也没
想到报社竟然派记者亲自到我段，对我段
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做法进行了深入采
访报道。通过报纸的宣传，使段工会的做
法得到推广，也推动了活动更好开展。

因为是兼职通讯员，每次下现场检查
工作，我都带上相机，便于捕捉运输现场
中精彩瞬间和感人故事。今年 3月 11日
上午，来到整备场东头，看见七八个师傅
在铁道边的花坛内清理杂草、修整花木，
干劲十足。我跳进花坛举起相机对焦定
格按下快门一阵“咔嚓”……第二天早晨
上班，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自己家园
自己建，美丽新机靠大家”这条通知映入
我的眼帘，点开第一句话是“3月 12日植
树节……”今天不就是植树节吗？这可是
全国性的活动。我立刻把昨天拍的照片
仔细挑了三张配上说明文字投给了《陕
西工人报》，投完稿已是晚上 9点多，没想
到第二天照片就见报了。想想新闻就是
新闻，就是要讲求时效性，也许再晚一个
小时，编辑老师就定版了，再好的新闻过

了时间就失去意义了。这让我不由得敬
佩编辑老师们的工作效率，再想想往日
投的稿件，编辑老师肯定每一篇都会仔
细看，没采用就是质量还不够高，还需努
力提高写作水平。

转眼十年了，不管岗位怎么变动，我
对新闻宣传工作一直情有独钟。从最开
始对一线车间新闻宣传工作的茫然，到
多篇人物通讯被报纸刊用，恍然大悟：身
处一线车间，虽然“大新闻”不多，但更方
便了解职工群众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奋斗
的感人故事，这也正是身处一线的优势。

《陕西工人报》为我提供了展示职
工风采的平台，多少故事等着挖掘，让
我一下明白了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之
路该怎么走。

国画 王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