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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于对荷花的钟情与喜爱， 出于对荷花的

仰慕与崇拜，一大早，朝霞喷薄，我骑车几十公

里来到茗山荷田，欣赏荷花。 水面上盛开的荷

花，又称出水芙蓉，非常高洁，既鲜艳美丽，又

含羞迷人。 毕竟三伏“六月春”，景色不与四时

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二）

相传荷花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个美貌侍

女，音容娇柔清丽；古时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定为荷花生日，又称观莲节；莲花在道教象征

修行者，被人们誉为于五浊恶世“出淤泥而不

染”，冰清玉洁，喻形象冰，清澈透明；喻神象

玉，洁白无瑕。

（三）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因“荷”与“和”“合”音

谐，经常以荷象征和平和谐，经常以荷象征合

作合力。 因“莲”与“联”“廉”音谐，经常以荷象

征凝神聚力，经常以荷象征联合团结。 教人低

调中显现出清白高尚高雅谦虚，教人品质坚贞

无邪，教人品行端正心地纯洁，做人做事，两袖

清风，清正廉洁。

荷

花

说

○

大

江

环

科

柯

昌

义

赏景写物

站在当下 不忘来路 展望明天

在对标提升攻坚的关键时期，公司

编发《铜都忠魂———赵宽铭》一书，是

激励广大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决战决胜”的有益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

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

这本书从赵宽铭同志的视角，记

录了大冶有色的初创史； 站在他的同

事、亲人等不同角度，“还原”了赵宽铭

同志的形象。 语句平实，文字朴素，叙

述简单，逻辑清晰，文风清新。 在成长

过程中的入党问题、 负伤后的婚姻问

题、自己对个人地位的认识问题，以及

在军工医院的工作和错误反思等等，

坦诚可信。 一个好同志的成长除了自

己有一颗向上之心外， 离不开组织的

关怀和身边环境的熏陶， 离不开强有

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氛围。 在书中，赵宽

铭同志写到：“我们基本上是依靠自己

的力量，克服了各种困难。 ”“在生产建

设上， 什么时候都必须贯彻执行勤俭

节约的方针。 ”“大家不是都在讲投入

和产出吗？ 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少投入

多产出！ ”各级管理干部除完成本职工

作外，经常参加劳动，徒步往返 35 公

里到黄石搬运木材；1959 年全厂涌现

各种先进人物 500 余名，合理化建议达

1370 件。 赵宽铭在建厂总结中这样表

述：“在生产建设中始终保持和发扬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工作作风； 在一切工作中始终贯彻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

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认真学习， 讲团

结、顾大局。 ”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能否做

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

个人觉得，通过学习，最深的感悟

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要高度重视思

想政治工作，顺应时代，主动作为，精

准引导，“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

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

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充分发挥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对内塑

造队伍，建设一支“用未来思考今天”

的队伍，打造一只“从结果开始过程”

的队伍，锻造一直“善于获取胜利”的

队伍。 对外塑造形象，提升品牌，提高

美誉度，增强企业“软”实力。 二是要对

标赵宽铭同志的文风、 学风。 脚踏实

地、心无旁骛，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三

是要对标赵宽铭同志的作风。 务实重

行，将工作的重心、中心落实在“现实、

现场、现物”，坚定不移地相信职工、发

动职工、依靠职工；以身作则，向我看

齐，不搞形式主义。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站在当

下，不忘来路，展望明天，这是《铜都忠

魂——赵宽铭》 一书给人最重要的启

迪。

读书感悟

○ 冶炼厂 陆军

听朋友说，把余秋雨的文章认真读透一本，可以提高写作

能力。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就像一个女人急于买到那件心仪已

久的衣服一样，恨不得马上读余秋雨的作品。在网上商城买？到

大学图书馆借？ 找万能的朋友圈？ 同事一句话点醒我：“我们大

冶有色有职工书屋啊！ ”

也许离开学校太久了，来到这个“书香有色”，当看到一排

排书架，一本本摆放整齐的图书，竟然有些激动。 当初是多么喜

欢看书啊，以致看得眼睛都近视了。 现在有多久没好好地读一

本书了？ 自己都无法回答。

大冶有色职工书屋有五个隔间，管理、经济、政治，传记、文

学、休闲、旅游等各类书籍排列书架上。 听管理员介绍，这里有

三千多本书，马上还要进一批新书。 看看管理方面的书，提高能

力长智慧；看看文学方面的书，修身养性美丽心情；看看旅游方

面的书，畅快自驾游美美的！ 在“书香有色”里游览，我很快找到

《余秋雨的散文集》《行者无疆》两本急切想读的书，犹如初识新

友，心情愉悦。

夏天的阳光撒落书屋，绿萝植物“笑盈盈”地望着我，“轻轻

走路、轻轻说话、轻轻翻书”，职工书屋，职工的心灵家园，这一

室，属于心的宁静。 喜欢用电脑的读者们，还可以坐在小格间的

电脑旁，戴上专备耳机，畅游书海。 最后我还用手机扫描了博看

机构版 App，手机里也可以看到书屋里暂时没有的书，这个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还真是方便。

真庆幸自己是大冶有色的一名职工，单位给我们创造了这

么好的学习条件。 临走时，我默默地对这些久违的书儿说，我会

常常来看你们的。

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远离无聊的肥皂剧、电脑游

戏、刷不完的朋友圈、看不完的抖音，多读书，读好书，悦读陪伴

人生路。

悦读

○ 机电修造公司 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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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有色冶炼的工装

行走在厂区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上

“抓资源、国际化、走高端”

在澳斯麦特炉上升的电梯里

恍惚间 重回三十三年前

初进厂的那个时光

戊戌年 伏月季夏

在对标提升的交响曲中

在管训一班学员的队列里

“既炼铜，又炼人”

岁月 在穿梭

我们重回 红星乱紫烟的炉台旁

六十年前 第一代冶炼人手拉肩扛

“怎么也要建起新中国的大工厂”

黑漆漆的脸庞 汗水在号子声中洒落在十里热土上

我的青春从此迈步

报表月月从手中及时盘出

记录着工友们的功劳账

这里 父辈们弓背挥汗炉窑巷

这里 数代冶炼人青春无悔铸辉煌

可记否 反射炉移植异域拓市场

曾记否 诺兰达三年两修美名扬

现如今 厂区技术进步管理精益

二千冶炼人 行走在对标赶超的大路上

昔我往矣 战鼓正酣

今我来思 与子同裳

亲爱的同事 可敬的战友啊

让我们在逐梦路途披荆斩棘

续写今天豪迈的篇章

一流铜业 梦约青春的张扬

铜都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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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二十多年，从没算过到底有

多少稿费，因为我的稿费都被以文养

文地消费掉了，也算是取之于文用之

于文吧！

买书。 书一直是我的最爱，不论

是在过去的农村还是现在的城市，我

去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书店。 对于

书，我总是爱不释手，尤其是文学方

面的书籍，那更是情有独钟，几乎到

了痴迷的程度。每个双休日我都会去

街上走走、去书店看书，一待就是大

半天，从来都不觉得累。 要是遇上新

的、好的书，不论它有多贵我都会毫

不吝啬地买下。 在我枕边，总会放有

书，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看一两

个小时的书再睡，否则觉就睡得不踏

实，多年来已经养成习惯。

现在的书太贵，少则十几二十元

的，多则三五十元的，要是碰上系列

作品，那就更贵了。 我的工资得顾一

家人的生活开支， 稿费也不是很多，

零零碎碎的。 为此，我不得不去精打

细算。买书，我通常采用两种办法。如

果是学习用的工具书， 我会毫无吝

啬，买的都是正规出版社印刷精美的

正版书。 如果是其他类，如小说之类

的文集， 我通常都是买打折的特价

书，这样划算。

久逛书市， 竟也摸出一些道道，

晓得一些名堂。 只要是盗版书、翻印

书，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久而久之也

学得一些常识。几乎每个月我都要花

钱去买书，少则一两本，多则三五本，

还有一些文学类杂志，花费在百元左

右。 最近也学着不出门买书，秀一把

时尚在网上购买。 这样不但方便快

捷，更重要的是便宜。 二十多年来如

燕衔泥，竟也积攒了一些书，偌大的

书柜已经装不下了， 有点不堪重负，

压得都变了形。

出书。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为此

我一直在努力着。 2010 年，我用积攒

的稿费出了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行

走的爱情》，2011 年又出了第二部中

篇小说集《失落的天堂》，2012 年再

次出版了散文集《生活的碎片》，在

2013 年金秋十月， 在这个收获的季

节里， 我的第四本书诗集 《恋曲

2006》问世，四年四本书计百余万字，

都是用稿费完成的。 同年十二月，我

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圆了自己

的作家梦。

读书。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

以开阔视野，丰富阅历。读书充电，不

断提高和充实自己，提高素质，增强

本领势在必行。 书到用时方恨少。 专

科毕业十多年， 觉得自身还不够，要

继续学习， 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

要。 于是便开始读本科，用的也是稿

费，几年下来花了七八千元，拿了个

本科文凭。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今，我依

旧笔耕不辍，散文、诗歌、小说、杂文，

百花齐放。 天道酬勤。 我深信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等再次积攒足够的稿费

后，便又开始新的人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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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笔记

职工食堂的幸福味道

○ 铜绿山矿 方海涛

有些地方去过就印象深刻， 并不在

于有多豪华、格调多高。 有那么一个偶尔

遇见，却又忘记不了的地方，它就是冶炼

厂职工食堂。 在那里，我们可以轻松地聊

天， 真诚地欢笑， 彼此间是最要好的朋

友、同事。

冶炼厂职工食堂在冶炼厂办公楼对

面，处于马路边一座老式建筑，食堂正门

上有一块红色的匾，工工整整地写着“冶

炼厂职工食堂”七个大字。 走进食堂，左

边是一个小卖部，各种饮料、零食都很齐

全，方便职工个人需求；右边是一个热水

机， 可以喝点热水或用热水洗涤碗里的

油渍，到了冬天这个地方最实用。 正前方

是食堂的服务窗口： 一号窗口以荤菜为

主，有“红翻天”———牛肉烧红萝卜、香气

扑鼻的粉蒸肉、 大众喜爱的鱼香肉丝和

金灿灿的汽水蛋等； 二号窗口则以素菜

为特色，健康绿色人人爱。 黄绿相间的丝

瓜炒蛋、 清脆爽口的空心菜杆和大白菜

杆炒青椒，香干、土豆丝、番茄等一应俱

全，随着季节的变化，各类当季主打菜都

能满足大家的口味； 三号窗口则是以面

食为主，水饺、三鲜粉丝煲、大白面馒头、

新鲜的包子。 食堂服务品质真正做到“顾

客第一、服务第一”。

中午吃饭的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地

来到职工食堂。 飨客有的自带饭碗，大多

数就食堂的“大盘子”或方便碗用餐。 无

论是哪种食具， 食堂的窗口服务员都装

得“盘满钵满”，宗旨是让大家空腹而来，

满腹而归。 自带碗具的大部分是持家有

道的女职工，或者是“夫妻档”职工，打些

饭少许菜，再从家中带些下饭菜，既节约

又美味。 端“大盘子”的大部分是直爽、干

脆的人， 吃饭图个快捷、 简单又不用洗

碗。 大伙儿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谈论工

作上的事，或是最近的热点新闻。 比如，

哪个同事家生了二胎；世界杯期间，哪支

球队是夺冠热门， 哪位球星是自己的最

爱……只要听说新鲜事，不管出处、不管

真假，只要吃饭时逗乐子、吃出开心的味

道即可。 大家的思想天马行空，状态轻松

愉悦，饭菜吃起来自然格外香！

食堂的工作人员没有闲手的时候，

表面上按部就班，实际上争分夺秒。 他们

一大早去集市挑选各种类别的菜， 搬运

回来后进行择、洗、配、炒。 烹饪煎炸、蒸

煮炖炒，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不能弄错了，

既要保证菜的口感，又要确保菜的品相。

荤菜需要大火烧制，起锅后需要保温，才

能保证肠胃容易消化、吸收；青菜则不能

下单太早或起锅太久， 不然色泽暗黑入

口像咀嚼稻草， 浪费了食材也失去了营

养。 菜谱与上菜时间都规划好了，还得准

备各种装菜的盆皿，打饭的“大盘子”和

方便碗、一次性筷子。 在这个“战场”上，

工作人员分工有条不紊、工作环环相扣，

每一个动作都在与时间赛跑。 每天七百

多份饭，可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能完成的，

确保卫生、可口、及时，是食堂工作人员

不变的目标。

食堂与其说是吃饭的地方， 不如说

是一个饮食文化园地，记录岁月变迁中

的点滴。 奔波的生活中，有时去追寻幸

福总苦于找不到目标，在职工食堂这样

的环境中，只要你愿意，就能在匆匆岁

月里找回那些有幸福味道的东西。 与同

事坐在职工食堂的饭桌前，任空调凉风

习习、思绪翩翩。 依稀记得，丰山铜矿职

工食堂飘香的热干面， 小伙伴们在柜台

前挤蹭， 将手里的饭票往窗口里塞，唯

恐买不着。 热气腾腾的热干面铺满瓷砖

堆砌的台面上， 墙壁上的大电扇呼呼地

吹着， 穿着短袖白褂的师傅用两根长竹

筷翻动， 汗水滴落在面里， 有咸咸的味

道。 也记得在铜绿山矿职工食堂， 墙上

红色的电子屏上， 每天滚动播放当天过

生日的职工名单， 提醒他们可以享受一

个茶叶鸡蛋的福利。 正是职工食堂里那

些细微而又具体的小事， 让人感动、温

暖，组成幸福的串串。

走出冶炼厂职工食堂， 迎面的大宣

传牌上写着“抓资源、国际化、走高端”九

个大字。 心里默默在想： 产业是一种资

源，吃饭也是一种资源，如何将资源转换

成所需资源？ 从计划到市场再到国际化，

您准备好了吗？ 沉思中，却仰见矗立的烟

囱上， 镌写的八个大字指引着前行的方

向———“责任、忠诚、学习、进取”。

无论走多远， 职工食堂留下的美好

记忆值得收藏，以飨岁月！

有色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