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爱劳动甘于奉献看似平凡却伟大，

爱岗敬业任劳任怨看似卑微却崇高。

在这个春和日喧，燕子呢喃的季节，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的日子里，我

心潮澎湃，激情涌动，一幕幕劳动场面、

一个个劳动者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我要

赞美劳动，讴歌劳动者。

赞美劳动，让我首先想到的是劳模，

新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一代劳模。 以“高标

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

方便”闻名遐迩的纺织工人赵梦桃；置身

北大荒漠之中， 在试验场度过 8 年单身

汉生活， 终于在 1964 年成功爆炸了第一

颗原子弹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宁

可脏一人，换来万家净”，曾经受到毛主

席的亲切接见，在招待宴会上，周总理还

为他敬酒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还有鞍钢

钢铁劳模孟泰，大庆铁人王进喜，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

他们只是劳模中的代表。 他们用勤

劳的双手，挥洒汗水热血奉献无悔青春，

用智慧书写了整个人生， 他们劳动的歌

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间。

赞美劳动，让我想到的是劳动成果，

是千千万万的个人和群体为祖国和人民

创造的劳动成果。 近几年来， 祖国的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发展迅猛，一

日千里， 突飞猛进， 成就让世人刮目相

看。

中国 GDP 超 10 万亿美元， 是世界

10 万亿俱乐部成员； 南水北调 , 史无前

例；高铁 2 万公里，占世界 6 成；中国高

速公路 12 万公里， 赶超美国成世界第

一；港珠澳跨海大桥，创世界六个之最；

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北斗

卫星，世界排名第二；神舟飞船，载人航

天；嫦娥工程，把飞船发射到月球；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探索

一号深海科考探测器船， 探寻水下五千

米的秘密；自造航母，世界仅有几个国家

能独自建造；“这五年，中国桥、中国路、

中国车、中国钢、中国网，一个个奇迹般

工程正在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为了民族的

富强，以劳动者的名义，架起了通往天空

的桥梁，赋予了整片海洋新的生命，刷新

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 创造了我们

今天美好的生活。

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劳动

者！

赞美劳动， 让我想到的是身边的劳

动者，是我和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

大冶有色广大干部职工。

那矿山井下的每一盏灯， 那冶炼炉

里飞溅的每一朵铜花，那车间、工段、班

组岗位上绽放的每一张笑脸， 都是劳动

的海洋。

仅 2017 年，大冶有色广大干部职工，

众志成城保目标，质量效益稳提升；黄金

白银阴极铜锃光闪亮， 铜线铜杆硫酸矿

山铜产销两旺；“两渣” 尾矿含铜品位同

比降低， 冶炼厂金银铜总回收率同比提

高；稀贵厂工艺流程优化，黄金白银直收

率创历史最优； 丰山铜矿、 冶炼厂对管

理、维修岗位实行计件考核取得新突破；

棋盘洲化工码头进展顺利。 6 项管理创新

成果、18 篇管理论文获得有色行业协会

表彰，《基于能源评审的能源管理方法》

获得一等奖。 全员全流程全要素市场化

对标、瘦身健体成效显。 组织实施重点科

研项目 24 项，“铜冶炼过程中稀贵金属

高效回收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等 2 项

成果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全年获得授权专利 21 件；抢抓

中国有色集团“挺进中南部非洲”战略机

遇，在刚波夫等项目上取得新进展；荣获

“2017 年中国进出口质量诚信企业”称

号；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冶炼

厂等 6 家单位通过“省级文明单位”复

审；宋幸福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全国示范

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冶炼厂

熔炼车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宋幸福等 13 名同志荣获黄石市首批“百

名东楚工匠”称号。

这一桩桩一件件成绩的背后，是千万

个有色人辛勤的付出，他们弘扬“劳动精

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朴实无华却无

比光彩夺目。

赞美劳动，让我想到的是劳动者的艰

辛付出，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可

以为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

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

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如今的世界，

事情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而是靠劳动

扎扎实实干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

我赞美劳动，我讴歌劳动者！ 马克思

说：“劳动是人的本质”。 我要说：劳动是

劳动者的使命， 劳动是劳动者自己永恒

的歌！

（大江环科 柯昌义）

劳动者的歌

佳节

佳话

一直以来，对于主食面条，我情有独钟，爱不释口。

我兄妹四人，唯独我是龙凤胎。 也因为这个原因，从小我的

体质就非常差，跟同龄人不能比，像温室的秧苗，经常无缘无故

地生病。 我生下来只有两斤多点， 用祖母的话说还没有一只猫

大。 小时候，是靠祖母用米汤和小米粥把我喂养。

到十来岁的时候，我的体质也一直没有什么好转，不仅瘦，

而且个头也不高，明显地比同龄人要矮好多。十岁的孩子正是长

身体的时候，母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她四处打听，怎样才能

增强孩子体质。 后来，隔壁的左大妈告诉母亲一个秘方，说鸡蛋

可以帮助孩子增强体质，并举例说明。

母亲半信半疑，万般无奈之下别无他法，只有怀着试试看的

心理用鸡蛋为我补养身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下物资匮乏，

鸡蛋是个金贵的东西，不可能天天吃。我记得，家里养了几只鸡，

每天也能下几只蛋。但母亲从来都舍不得随便吃，只有在家里来

客人的时候才用上。 剩下的鸡蛋卖了，以换取零花钱，购买日常

所需的油盐酱醋。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母亲都会给家里人煮面

条吃。其他人都是清汤寡水的一碗面，什么都没有。唯独我，在平

淡无奇的面条下面总卧着一个溏心蛋。母亲总是第一个给我盛，

冲我眨眼睛。 我也总能心领神会， 接过碗后默默地走到屋外去

吃。 也许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做声，体会母亲的良苦用心，也或许

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习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我上高

中，外出求学了，这种做法才不再继续。

鸡蛋果然是个好东西。在母亲的悉心照顾下，我的身体一天

天好起来，体质竟然强过同龄人。 我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打羽

毛球难逢敌手，在乒乓球比赛中也是佼佼者。跑步、跳远，不落人

后，成为学校运动场上的健将，成为体育老师的宠儿。 一直到现

在，人到中年了，身体依旧不错。爬山、跑步、上楼下楼的，气定神

闲面不改色。 当别人为身体担忧的时候，我却身体倍棒。

能有今天的好身体，是拜母亲所赐，感谢母亲的关爱，没有

她老人家昔日的付出就没有今天的我。

母爱无声。 一直到现在，我都有吃面条的习惯，一个人在家

的时候就下面条吃。看见面条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想起

面条里那满满的爱。

（铜绿山矿 叶国成）

面条里的爱

亲情物语

一日，与友人出去享受春色美景，眼前一片绿油油，高大威

武的梧桐树，矮小精悍的梨树，挺直腰杆的蒲公英，还有那腰细

如丝的豌豆藤，都向我们张开了热情的怀抱，向我们描绘出春

之美景。 站在绿色之中，突然感悟，人生其实很短暂，在短暂的

人生中，只有过着优雅的生活，做一个优雅的人，才不负此生。

优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一种习惯。 曾听友

人云：“最看不惯那种貌似什么都懂的人装出来的优雅，自以为

什么都懂、都清楚，其实什么都没弄明白。”我莫明惊诧，问：“是

不是太优雅了让人觉得假，不够真实？”她说：“优雅从来不是做

给别人看的，真正的优雅，是修于内心，起于形色，表于外在，装

不出来的。 ”于是，“优雅”在我心中有了新的“定义”，也让我对

自己有了新的要求，在今后平淡的生活中，要学会给予，懂得感

恩，宽容善良，做一个真正优雅的人，过优雅的生活。

优雅是心灵和智慧的完美结合，是历经生命种种而呈现出

的一种淡若不惊，褪去了少时的稚嫩，而呈现出的一种成熟韵

味。 一个人的优雅，来自于素养，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打磨，是自

强、自立和热爱生活的象征，这种品质是来自对生命的感悟。它

绝不是单指外表的美丽，是顺应生活不同状况而反映出来的一

种内心的智慧。优雅的人，有一双感受美的眼睛，有一颗善良的

心灵，是岁月塑造出灵魂深处的智慧。 人生最珍贵的是历经生

活的千回百转，仍能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优雅的人，生活多了

一份阳光，少了一些阴霾，懂得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和安稳。

一个优雅的人，是一个大气而宽容的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

如一抹清风，让人心旷神怡，因为心中有山水，在何时何地，都

会呈现出清秀的容颜，优雅而迷人的风采。

优雅的人，懂得自恃和宽容，哪怕是在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下，依然能保持窗明几净，清新淡雅。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她有苗条的身材，清秀的容貌。 然而，在经历了一次搬迁过后，

不知何故却得了一场重病，经历了数次手术之后，虽然病情得

到了缓解，却从此眼睛不再完美。 面对这一切，她曾伤心过，然

而她知道，改变不了疾病，改变不了容颜，却能改变自己的心。

于是，她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与书友交朋友，看各种感兴

趣的书籍，让自己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倾听书中作者的故事，感

受世界的温暖。终于有一天，她笑了，开心地笑了。她明白了，在

人的一生中，再美的容颜再好的身材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不再

美好，可以不随时间老去的，只有自己的心。 经历了磨难，她在

人生的道路上找到了那份属于自己的天空。 如今，读书、绘画、

制作美食等都成了她的爱好，她过着优雅的生活，不再为相貌

丑而悲伤苦恼，也不再为疾病焦急哭泣。 她相信，她若盛开，蝴

蝶自来。

优雅的人，懂得尊重、感恩和进取，她们如沉香，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保持着精神上的温暖，和独立的人格。经历了生活的

洗礼，我们变得成熟、稳重，懂得了爱与被爱，当你尊重别人时，

你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到心灵的升华，

享受人间最真最诚的情感，填满我们的自信。优雅的美不张扬，

恰到好处。 林肯说，三十岁的人，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任，当一

个人拥有优雅的内心，不论是外貌如何，都美得迷人。真正的美

丽，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气场，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而忠于人品。

我要做优雅的人，过优雅的生活……

(

冶炼厂 冷雪

)

优雅的生活

心灵鸡汤

已经是夜间 11 点，此刻，我们管

训一班的同学们有多少人睡了？还是

更多的同学正在温习白天的课程？ 全

面预算管理与制度流程、成本管理及

案例分析、 资金管理及风险防范、采

购管理与制度流程……上了两天课，

明天又逢小考，又是检验学习收获的

时候。“暴风骤雨式”的学习，“竞争淘

汰式”的学习，“洗心革面式”的学习，

边看着书，突然间，就有一种明悟涌

上心头：“其实， 人生每天都是考场，

不进则退！ ”

爱因斯坦曾经形象地描绘过有

知与无知的关系。 他说，让我们来画

一个圆，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好比是

圆的里面，一个人所无知的东西好比

是圆的外面。 一个人知道的东西越

多，这个圆就越大，同时这个圆的外

面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一个知道得

越多，他所无知也就越多。 在公司管

训一班，越学习越讨论越深入，同学

们越认同这一个观点。

俗话说“四十而不惑”，在参加公

司中层人员第一期管理培训班里，我

知道了曾经理解的偏狭，“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 原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针对的不只是孩子们，也

包括我们这些“历练多年、自信有余”

的管理人员。 通过学习，每天我们的

眼睛由疑惑到明亮，每天我们的大脑

都在被拓展，“对标提升，原来我们可

以这样干！ ”

这次培训班与以往的学习培训

有着鲜明的区别，我个人觉得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学习，

与以往“缺什么、补什么”的应用型学

习不同，培训班课程的设置体现了系

统性和全面性， 从严格的队列训练、

政治哲学理论到企业管理，更加注重

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补齐短

板、不留盲区”；二是深入学习，除了

聘请名师执教外， 理论联系实际，课

堂联系现场，大量的案例分析和在老

师指导下的独立思考，拓展了学员的

管理视野，增强了学员们立足岗位对

标提升的信心和能力； 三是竞争学

习，学员就是对手，课堂就是赛场，每

周一考，“学的好不好，考了就知道”，

成绩不相信理由和解释，不考证履历

和资格，“成绩第一、能者第一、结果

第一”； 四是团队学习， 以问题为中

心，每周重新组合学习团队。 在个人

努力的同时，必须依赖、依靠、依托团

队解决问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学

会融入、融合，一周短暂，“团结”原来

如此重要！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不经

寒窗苦读，没有酷暑历练，岂有对标

超越！ ”夜已深，学未止，企业提升和

人生前行的逐梦之旅同样不能停步。

“在坚持中改变，在蜕变中‘痛’并快

乐着。 ”我和同学们都倍加珍惜这次

学习机会，期待自己学成后，能以更

好的工作业绩回报组织的信任，在大

冶有色再次创业的征程中展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管训一班 阮涛）

人生每天都是考场

职场心语

我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叫“西湖

村”的大村庄里。我们村庄坐落在蕲

河的西岸， 西湖村这个地名的由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而命名的，因

为在我的记忆里附近不曾有叫“西

湖”的湖泊，倒是有一片占地约十余

亩左右的水域叫“杜堰”，那里的水

域清澈见底，鱼虾美味可口，它陪伴

了我快乐的童年。还听母亲说，早年

的杜堰水草丰厚，野菱成片，水鸟成

群，这是我出生后没见过的景象。

我的新居坐落在美丽的黄石，

磁湖岸边。 我游玩过江苏扬州的瘦

西湖，度假住过江西的拓林湖湖畔，

和同事门一起畅游过阳新的千岛

湖， 在大冶尹家湖畔和一群老年朋

友快乐地写生， 并以《伊家湖畔写

生有感》为题，作过一首七律诗：

阳春三月和风暖，

碧水湖边情意欢。

野鸭逐飞腾细浪，

小船荡漾动微澜。

远山薄雾含桃色，

近地琼楼入锦笺。

老妪耆翁欣运笔，

冶城新貌涌毫端。

这首诗于 2009 年载入大冶老

年大学出版的《老人心声》，第九期

的刊物里。

今年早春， 有色老协单车俱乐

部的赵老师组织骑单车活动， 环过

黄石美丽的磁湖，和黄冈的遗爱湖。

环遗爱湖是我第一次突破一天骑行

102 公里的新纪录。

黄石乐天单车俱乐部即将组织

骑行武汉东湖自行车绿道的活动，

往返三天时间， 共计行程 300 公里

左右。 这对我的体能和技能又是一

次新的挑战，我满怀期待。

湖！ 欣赏您的静美，宛如明镜一

般，清晰地倒映出蓝蓝的天，白白的

云，红红的花，碧绿的树。

也喜欢您， 被微风拂面掀起层

层的涟漪， 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像鱼鳞、像醉金，使人心旷神怡。

更喜欢您岸边的垂柳依依，随

风起舞，似秀发、似美人的腰肢，给

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想！

湖！ 您是水墨丹青高手，愿置身

其间！

(

退休职工 秋叶

)

湖

出游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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