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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行走的风景

人在旅途

朦朦胧胧中， 我清晰地感觉到床

在剧烈地晃动。 一骨碌爬起来， 我下

意识地跑到窗口去向外张望。 此刻，

是早晨七点半， 与内地有两个多小时

的时差， 窗外还是漆黑一片。 矿区的

路灯在山间蜿蜒成“之”字型，不远处

是起伏的雪山， 连绵成一道巨大的屏

障。 外面除了呼呼的风肆意地吹，寂

静无声，楼房剧烈地摇动，并没有引起

大家的注意或惊慌。

这里是新疆的南部， 帕米尔高原

的北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在天山南

麓与昆仑山两大山系的结合处， 地处

两大山系的交接口，是帕米尔 - 西昆

仑地震带的北部边缘， 属地震高发地

区，3-4 级的地震简直不值一提。

萨热克铜矿位于山腰，背面是山，

前方也是山，前方的山脚下，有一条河

流。 进矿山的简易公路，沿河流而上。

这里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四面环

山，地形封闭，土壤碱性强，少雨缺水

的地方， 便是茫茫的戈壁荒滩。 河流

经过的地带，才有水草生长，骆驼刺、

沙枣树、沙棘树。 牧民逐水草而居，沿

河流散居的牧民，腰间挂着大大的馕，

那是他们日常放牧时充饥的食物。 吃

一块馕，喝一口水，日子便从牛羊于一

个草场赶到另一个草场中溜走。 此时

尚是冬末，山上看起来光秃秃的，一些

藏在石缝处的草根， 成了动物们唯一

的美食。 沿途两边都是雪山、戈壁，这

里的高山， 均是风化的岩石。 春季冰

雪融化， 在山间形成一道道自上而下

的沟壑，像是一把巨型的梳子，从山顶

梳到山脚。 质地疏松的土石， 遇水容

易滑坡。 山看起来很陡峭， 人难以在

坡上站立，牧民们散养的马、驴、牦牛

却能悠闲自在地在坡上觅食。 顽强的

生命，才有活下来的资本。

从平地到高原，从江南到疆南，见

惯了江南的桃红柳绿、莺歌燕舞，这里

的高山荒漠、 雪山雄鹰却又是另一种

景象了。 湛蓝的天空、高耸的雪山、远

飞的雄鹰、 无垠的荒漠、 现代化的矿

山，无法用脚丈量，走不到边的广阔天

地，构成了一幅大气磅礴的画面。

几年前，萨热克还是一片荒山，车

子行走几十公里才能见到散居的牧民。

如今， 这里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矿山。

井下巷道、选矿厂房、职工宿舍、职工食

堂一应俱全，生产生活条件渐渐地改观

了。 说起开拓的艰辛，在这里待久了的

职工，都如数家珍。 在海拔 2900 米的高

原，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矿山，殊为不易。

别的且不说，单单是住宿的历史，就可

以说道一番。 开始住的是铁皮房子，冬

天冷，夏天闷。山上风大，几乎要把铁皮

房掀翻，刺骨的风无孔不入。“每天晚上

都是在呼呼的北风中入睡的。 ”即便是

简易的铁皮房子，也曾被人羡慕。 最为

艰苦的时候， 很多人不得不住在帐篷

里。“那时候，真羡慕能提前搬进铁皮房

的职工，冬天下班了可以在屋子里生上

炉火，煮上一大锅白菜，简直是美味，感

觉就是人间天堂。 ”一位职工说出了一

句颇有哲理的话：“回忆过去，就会十分

珍惜现在，也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从江南到疆南， 在行走中寻觅，在

行走中展望，在行走中发现不一样的风

景，创造更好的未来，才不辜负这一路

走来的艰辛。 也许，这便是人生的意义

吧。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 占金菊）

前段时间，从同事小芳的手中借读了《会说

话，让你一生受用》这本书，因为是借来的书，一

定要还给人家。 所以， 习惯看完以后要唠叨几

句，记录一下自己的读后感想。

小时候，在说话这件事上，常听到外婆说一

句很富有哲理性的口语：“会说话， 说得人破涕

为笑；不会说话，说得人气得直跳。 ”意思是说，

一句话说得好，可以化敌为友，冰释前嫌；一句

话说得不好，可能化友为敌，引发一场争论。 可

见说话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它影响着一

个人所谓的成功和失败。

《会说话，让你一生受用》这本书，作者徐

晓，以精炼的语言和大量贴近生活的事例，介绍

了几十种不同场景，同不同人群的说话方式，生

动而具体地讲述了如何提高个人说话的水平，

改善沟通的方法和技巧。 全书揭示练就口才的

全部秘密，让你的口才出众，赢得他人的尊敬和

社会的认同。

人们常说， 会说的人总能把话说到他人的

心里，知道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说话。 如：

言谈得体的“礼”话，会营造融洽的谈话氛围，可

让人感到你知情达理和富有教养， 也能让对方

如沐春风，身心通泰；词真意切的“真”话，能给

人产生震撼心灵的力量， 一字一句犹如滋润万

物的甘露，点点滴入听者的心田，从而产生心里

的共鸣。 旁敲侧击的“隐”话，留给人自省的余

地，将不便直说或不必直说的话，用暗示的方法

表达，往往能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以

柔克刚说“软”话，用忍让的方式赢得对方的理

解、宽容和原谅，以达到相互沟通，转化矛盾，反

败为胜的目的；幽默诙谐的“俏”话，能拉近双方

的心里距离，不仅会使自己一下子摆脱困境，还

会体现美好的自我形象， 获得人们的好感和赞

赏；以变应变的“活”话，尽显语言的机智灵活，

能言善辩的人们往往做起来得心应手， 从技巧

上下功夫，机智的取得卓著的成绩；动情晓“理”

的语言，掌握说服的艺术与技巧至关重要，说服

人要换位思考，灵活巧妙，把话说到点子上，正

面讲道理，对方听不进去，可以侧面下手，打开

突破口，就会取得理想的说服效果。

生活中不光是以上所述的“礼”话、“真”话、

“隐”话、“软”话、“俏”话、“活”话和说“理”的语

言，还要针锋相对说“硬”话，从气势上压倒对

方；开门见山说“真”话，把话说到要害上，迅速

扭转被动的局面；故作糊涂说“胡”话，以特殊的

语言化解尴尬；讲究方法说“刺”话，忠言也可不

逆耳；自圆其说的“谎话”，把假话变成手中的一

张王牌；巧妙拒绝说“不”话，保证人际关系的和

谐；良言一句的“美”话，胜过千言万语；还有甜

言蜜语的“情”话，能铸就牢固的爱情堡垒，恰到

好处的一句话，能春风化雨，使双方更加亲密、

融洽，生活幸福！

当然，学会倾听，不说话也是一门艺术，是

尊重他人说话的热情，理解他人话中的深意，也

会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

（退休职工 王艳兰）

书香有色

说 话 的 学 问

从芳华之年我进入大冶有色工作， 到而

今已是不惑之年，二十载的春秋往复，工作、

学习、生活，与大冶有色的关联和情缘已然

深刻细致到日常的丝丝缕缕。 这其中，数与

《大冶有色报》的情缘最是深重。

自幼时起，我就痴迷文学文字，除了读读

写写没有别的兴趣爱好，实属一个很闷很无趣

的人。 初初我进入大冶有色参加工作，去的是

一线生产班组，大概是领导看我每日痴痴傻傻

捧着个书本，跟我说让我当班组宣传员，写写

宣传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原来公司有份

自己的报纸，叫做《大冶有色报》。

说实话， 我平时写的都是些诗歌散文小

说类的东西， 对于专业性很强的新闻写作，

我真的是“门外汉”。 试着写了几回，我自己

看着就“四不像”，实在是拿不出手。 为了交

差，我试着投了几篇副刊散文。

没曾想，其中一篇叫做《露天电影院》的

散文被选登了，这是我在《大冶有色报》刊登

的第一篇稿子。 那是 2001 年，《大冶有色报》

还是对开的铅字小报。 当年，看着那一方小

小的“豆腐块”，听着被同事、领导的频频夸

赞点评，那暗自欢喜的感觉，到现在我还记

忆深刻。 原来，我写的东西也可以这样被大

家分享认同；原来，那一纸看似薄薄的《大冶

有色报》， 也可以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

己的平台。

有了这样的鼓励，后来，我开始坚持不懈

地找书籍、报刊自学起新闻写作技巧来，也坚

持每周练笔，开始写一点简讯、消息往报社投

递。 其间，每隔一段时间，偶尔会有一二上稿，

每每欣喜万分， 更是坚定了继续下去的决心。

再后来，2002 至 2011 年间， 车间几次送我去

厂、公司宣传部进行了系统的新闻写作学习和

锻炼。 在多位老师和编辑的悉心教导下，慢慢

地， 我开始渐渐掌握了各类新闻写作的技巧，

在我比较擅长的副刊写作上也有了很大的进

步，上稿率自然就高了许多。

接下来的时日，新闻写作也好，副刊写作

也好， 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我的工作任

务，而是我的生活日常，每隔几天不写稿，就

像犯了瘾似的手痒痒， 有时候连在路上行

走、在家做家务也会不停地琢磨、构思。 我粗

略估算了一下，这么多年来，我写下的文稿

大概有三四百万字，在《大冶有色报》刊登过

的文章怕是也有千余来篇。 当然，长期的熬

夜、电脑写稿，这也给我带来一些病痛，曾经

肩颈疼痛得无法动弹，此间，也想过，就此放

下吧。

我记得，还在原单位的时候，有一次我下

夜班去职工浴室洗浴，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

看了我门卡上的名字后， 她拉着我热情地

说：“哎呀，是你吗？ 是你吗？ 你是经常在《大

冶有色报》上发表文章的那个吗？ 今天可让

我看到真人了，真的，真的，我特喜欢读你写

的文章！ ”朦胧灯光下，那张激动欢喜的笑

脸，让我在那一瞬间，鼻喉酸涩，眼眶润湿。

我未曾想到，小小的我写的一篇篇小小的文

章， 会给不相熟的人以这样的感触和欢喜。

我怎么能舍得下放得开呢？

岁月更迭，年华转换，顺应发展需要，《大

冶有色报》几经改版，我一路相守相随，篇篇

章章，字字句句，俱是我的款款深情！

（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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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的远方是草原，

江河的远方是大海，

高山的远方是天空，

我们的远方是什么呢？

我们远方是我们心中的梦，

是我们的中国梦，

是我们世界一流矿业集团梦，

更是我们一流铜业国际品牌的梦。

我们的胸怀，

因梦想而彭湃。

我们的心头，

因昨日的奋斗而久久难以平静。

困难险阻，

让我们谱写了一首众志成城的赞歌。

市场对标，

让我们的提质增效有了新方向。

瘦身健体，

让我们聚焦主业增后劲。

从严治党，

让我们担当的作风硬如铁。

走出去，

让我们为一带一路增添新的色彩。

你听，

青铜故里铿锵有色金属声。

你看，

铜都大地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血液和脉搏，

连着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

光荣与梦想，

在信仰的天空下熔铸成全部的豪情。

无数个日子，

我们期待着新时代的到来。

站上这光荣的山顶，

侧耳倾听北京。

十九大的号角，

在进行曲中传递能量。

奋进吧奋进，

我们的歌声越唱越响亮。

岩层深处，

风镐与山石共鸣。

熔炉烈焰，

钢钎与铜花共舞。

我们歌如虹。

迎着新时代灿烂，

我们笑面如花，

朝着太阳开放。

埋下头深吻着这片土地，

是我们已做好起跑的准备。

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地推进提质增效攻坚，

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对标，

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步伐坚定不移。

马达正在厂房的高台上欢唱，

每个角度传来都是强劲的旋律。

汗水正顺着脊梁滴落，

每颗都敲动着梦想的音符。

2018，战斗号角已吹响，

打好“六大攻坚战”，

我们赶超发展的初心永恒。

张开双臂拥抱蓝天，

我们追逐着风的方向。

奔跑吧奔跑，

我们要和太阳肩并肩。

骏马因为远方而奔腾，

江河因为远方而悠远，

高山因为远方而孤傲，

我们因为远方而———努力奋斗！

（公司总部 陶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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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后，春阳照临，自然界呈现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 正是郊游的好时光，不由得我

想起了一位与东方山有渊源的清朝名人来。

他是余国柱，生于清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康熙三十七年(公元 1698 年)去世，湖北省

大冶市人，清朝正一品名臣，顺治八年，以甲科

魁首中举，顺治九年以一甲中进士，进入翰林

院，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户部尚书

等，主要作品编修《大清会典》《大清 -统志》。

余国柱幼年丧父，家道贫寒，寄养在铁山

盛洪卿舅父家。 舅父非常喜爱他，送他到东方

山学堂读书。 他的老师姓陆，进士出身，余国

柱对老师所授的《四书》《五经》过目不忘。

据说余国柱入阁拜相十分传奇。 有一年，

皇苑内的大象突然开叫了， 皇帝不知是凶还

是吉，第二天早朝问大臣们，主何征兆，满朝

文武莫能对答，皇上十分不满意。 这时班中闪

出余国柱，奏说：“奏告我主，大象开叫，此是

吉相，古书云，大象鸣，国家兴。 ”皇上问余国

柱，出自何典，他说出自佛经，并说出自何经、

哪一卷，皇上令人搬来经书查看，果然有此一

说。 皇上龙颜大悦，说余国柱知识渊博，可拜

相，连佛经都知道，其他的书便不用说了。 原

来是他在东方山读书时，看了这卷佛经。

余国柱拜相后，非常关心地方文化教育事

业，还到东方山捐资修建亭阁，东方山弘化寺

山门牌楼上的“三楚第一山”这五个字，就是

他亲笔所写。 他还为东方山写了著名的《东方

山总题八景诗》：

一从卓锚道场开，月涌禅关照佛台。

山实有灵松倒插，池因无垢藕先栽。

铁牛常卧兜宫净，石船不移梵影排。

仙迹宁随曼倩去，道人洞口望师来。

随着时光流逝，余国柱成长的故事虽离我

们远去，但他勤学苦读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并

存对“余相爷”的“思时之敬”。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有插柳习俗，是祭祖

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时节，我不敢有

违祖训，须倡导文明祭扫、科学祭扫、生态祭

扫、环保祭扫、节俭祭扫、安全祭扫。 做到：

清明时节祭先人，绿树鲜花献祖坟。

花香袅袅寄哀思，骨肉情深悼英魂。

（大江环科 柯昌义）

清明时节

闲话清朝名人

职工文学

职工摄影

交错

公司总部 李俊红

开拓

建安公司 姜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