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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师恩

人生路漫长，师恩永难忘。 在我

们每个人的人生中， 都会遇到很多

牵手我们成长的老师， 是他们教会

了我们做人的道理， 给予我们“营

养”，让我们在人生路上走得更顺心

如意。 金秋九月， 我们迎来了教师

节，我想起了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

我的少儿时光是在乡村小学度

过的， 那种两排平房围成的校园成

了我心中最深的记忆。 在我读三年

级时，班里换了名语文老师，她刚从

师范学校毕业，也就二十来岁，微胖

的身材，白皙的脸，再配上那对麻花

辫，俨然就是我们的大姐姐。 每次上

语文课，她那甜甜的酒窝，让我们这

些小孩子丝毫不觉得老师是严肃

的。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有个“傻”弟

弟，天生智力低下，但也上学了，每

天由姐姐负责带着弟弟上学放学。

每次我们最后一节课还没下课，她

的弟弟就早早地等在教室门口。 有

次上午第四节课是语文课， 老师正

在给我们讲课文， 女同学的弟弟就

在教室门口扒着往里面望。 可能出

于对孩子的喜爱，老师抱起那“傻”

孩子准备告诉他到旁边玩一会儿，

没想到刚抱起的那一瞬间， 那孩子

连吐了几口口水到老师的脸上。 老

师轻轻地对他说:“小朋友，你这样吐

口水不礼貌，以后不能这样。 ”话没

说完， 又是几口口水吐到了老师的

衣服上，老师脸上仍挂着微笑，就像

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老师看给他

讲理讲不通，只有放下他，任由他在

教室门口趴着。 老师拿出手帕擦干

脸上的口水，继续讲课。 这样的情形

我们全班同学看到过几次。 有一次，

同学在课间对老师说， 那个女同学

的弟弟脑袋有点问题。 老师淡淡地

说:“其实我早就听说那孩子智力有

问题， 他不可能像正常孩子那样懂

事，无法好好地学习知识，我们更应

该理解宽容他， 对他有爱心、 有耐

心，因为他也不希望这样。 ”老师爱

每一位学生， 她希望每个孩子都能

健康快乐地成长， 她对孩子的宽容

和信任让我们永生难忘。 不知道那

位女同学的“傻”弟弟，长大后是不

是还记得被他吐过口水的老师，是

不是懂得了老师对他的那份爱。

在学校的时候， 几乎每年都会

来新老师，我读六年级的时候，语文

老师换成了一位老太太。 说她是老

太太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头发已经

夹杂着白发，俨然奶奶级别。 老太太

说她教完我们就要退休了， 我们是

她最后一届学生， 希望能平安把我

们送到初中。也许是我们太年轻，真

的不能理解老师那种退休前的心

情。我跟其他同学一样，在上课的时

候期盼下课， 在第四节课就梦想着

放学，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老师日

复一日地给我们讲着书中的故事。

也许是我们眼光太浅， 没有看到书

中的颜如玉， 也没看到书中的黄金

屋， 倒是看到了书上的文字转换成

了一个个的题目，出现在考试卷中。

老师对我们苦口婆心， 总是不厌其

烦地讲着我们爱错的题目， 依然给

我们改作业到深夜， 从来没有给我

们红过脸、发过火，她那充满阳光的

微笑后面，有着一颗博大的心。我们

被她宠着、爱着、唠叨着，直到小升

初考试前的最后一节课， 老师没有

给我们讲题目，而是告诉我们，我们

马上就要从小学毕业了， 到了初中

又是另一种生活，让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以后上个好高中，考个好

大学。她还说她要退休了，舍不得我

们，在学校教了三十年的书，送走了

无数届学生， 很多学生考上了大学

后还回母校看望过她……我们无法

体会老师当时的心情， 可也就在那

次之后， 我和很多同学就再也没有

见到过老师， 偶尔听同学提起过老

师，说老师老了，头发花白了，但身

体却很好。听着有关老师的近况，想

想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真心地

希望老师晚年幸福，身体健康。

又是一年金秋时节，老师们又要

开始忙碌了。 感恩每一位老师，谢谢

你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最美……

○ 冶炼厂 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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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感悟

他深谙共产党员的真谛

○ 佟炳文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书名是

《铜都忠魂———赵宽铭》。 赵宽铭，

16 岁参加抗日义勇军，17 岁在抗

日战争炮火中， 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洗

礼，他深谙一名共产党员的真谛。

尽管一瘸一拐，但赵宽铭依然

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在凹凸不平的

简易公路上。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让他在战场

上两次身负重伤。 他于 1957 年受

命，任职冶金工业部大冶冶炼厂第

一把手，上级专门为他配置了一辆

军用吉普车。 可他很少坐车，不是

紧急公事绝不用车。 他提出来“干

部三同”， 与一线艰苦岗位上的工

人一起，同劳动，同学习，同吃饭。

工人不怕苦，他怕工人苦。 看

到物资短缺紧张，赵宽铭进一步要

求， 艰苦岗位工人的粮食定量，每

月最高可以定量 55 斤。 干部跟班

劳动，粮食最多补齐到 30 斤。 他带

头严格执行自己定下的规矩，有一

次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两名干部

吃面窝，他铁青着脸，语气严厉地

批评他们：“那是为工人提供的餐

点，是专门为工人补充油水的。 办

公室的门不能关，门一关就把工人

关在了门外，那我们怎样密切联系

群众？ ”

兢兢业业，率先垂范，克勤克

俭，目光高远。 在这重要的、主要的

领导岗位上，赵宽铭干了 24 年，带

领着数万职工群众，新建了五座铜

矿山， 直将自产铜的生产能力，从

千余吨提升到两万吨。 这期间，组

织硫化大会战，建成硫酸和磷肥两

大生产厂， 将危害的铜转炉烟气，

变成应用广泛的硫酸和利农的磷

肥。 铜冶炼也几经改造，使其生产

能力，从初始建厂的 2.5 万吨粗铜，

提升到 5 万吨。 加之，铜电解和阳

极泥提取金银项目的建成投产，使

这家公司拓展为一家特大型企业。

他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北京，1962 年， 扩大的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主旨克服困难国民经

济大调整。 他从北京参加会议归

来， 带头将早年参加军工医院工

作，时在办公室做文书的爱人下放

回家。

黄石，1962 年， 中共黄石市委

在海观山宾馆召开会议。 他坐吉普

车前往，发现放暑假的儿子躲在车

上。 他生气地大声说：“公家的车，

不能坐！ ”便立马把 12 岁的儿子拉

了下来。 儿子赌气，步行十几公里

到海观山，他依然坚持原则“怎么

走来的，怎么走回去”。

长征途中，一名红军小战士问

指导员：“入党有什么好处？ ”指导

员很认真地回答说：“入党有很多

坏处：吃饭在后，党员先饿；睡在门

边，党员先冻；行军途中，帮战友扛

枪，党员先苦；驻地休息，帮老百姓

干活，党员先累；打仗冲锋在前，党

员先死。 99 条坏处以后，只有一条

好处：得到大家的尊敬，受到大家

的拥护！ ”

少年赵宽铭， 要求加入共产

党，指导员一定给他讲过共产党员

的真谛。 当过指导员、教导员的赵

宽铭，一定给新党员讲过共产党员

的真谛。 担任过政治主任、政委的

赵宽铭，一定传达过，共产党员的

真谛。

这位具有六十多年党龄的老八

路、老干部，深谙共产党员的真谛。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建

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

的鼻祖”，此次来蜀，怎可错过？

都江堰原名灌县，是一座因堰而起、因水而兴的城

市。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支流，自古岷江上游水

流湍急，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地势突然低平，水势减

缓，挟带大量沙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时常泛滥成灾，

水退则沙石千里， 古老的成都平原深受其害。 战国时

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为治理巴蜀，采取“引水灌田，分

洪减灾”的办法，从公元前 256 年到公元前 251 年，先后

在岷江中凿开了玉垒山， 在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离堆上

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 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两

支，并筑水门调节两江水量。 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

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修成了具

有防洪、灌溉、航运多种效益的综合水利工程，使成都

平原成为旱涝保收、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当文字随

着眼前的实景中鲜活起来， 就像跨越 2000 多年的历史

隧道，回到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现场。 越游

览，越敬佩；越敬佩，越感慨。

进入都江堰景区的渠道工程处，但见山上楼阁玲珑

五云起，山下岷江向东滔滔流。 听导游介绍，都江堰渠

首工程主要有鱼嘴分水堤、分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

口。 我们从景区离堆大门进入，从宝瓶口、分沙堰到鱼

嘴，倒着游览。

上游鱼嘴分出的岷江内江江水经过飞沙堰流向宝

瓶口，再流向成都平原。 宝瓶口因何得名？ 它是李冰父

子率众在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

是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形似瓶口且功能奇特，故名

“宝瓶口”。 仅开凿宝瓶口工程，李冰父子率领民众就用

了整整 8 年时间。 在没有火药、没有电钻，甚至连钢钎

都没有的战国末年，李冰父子以火烧岩，再用来自岷江

上游的雪山之水泼浇巨石，冰火相激、热胀冷缩，坚硬

的岩石纷纷断裂。 先人的智慧自不待言，而锲而不舍的

恒心与毅力，非心怀万民，不足以成其事。 宝瓶口依旧，

离堆如故，凿山之人今何在？ 内江清水依旧流。

沿宝瓶口而上，则是分沙堰。 为了进一步起到分洪

和减灾的作用，在鱼嘴和宝瓶口之间，李冰父子修建了

一条长 200 米左右的溢洪道通入外江，以保证内江无灾

害。 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

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 这样便不会淤塞

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离开飞沙堰，来到鱼嘴分水堤。 站在桥上朝江水看

去，那形如鱼嘴直插江心的正是鱼嘴分水堤。 宝瓶口引

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

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 李冰父子率众又在

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石的

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狭长的小岛，形如鱼嘴，它主

要起分水的作用。 岷江流经鱼嘴，被分为内、外两江。 外

江仍循原流，用于排洪泄沙；内江经人造渠，通过宝瓶

口流入成都平原，用于灌溉。 听导游介绍，由于这段河

道的河床外高内低，再加上正有一个弯道，故鱼嘴分水

后，在春耕季节江水流量较小时，主流约有六成的水进

入内江，优先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用水；洪水季

节，流量急增，水位大幅度提高，水势受河床弯道的制

约明显减少，再由于外江江面较宽，内江江面较窄，因

此内江的流量会自动少于外江，进水约四成，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难题。 这种功用便是都江堰

三字经中所说的“分四六、平涝旱”。 鱼嘴除分水外，还

具有一定的排沙排石功能。 岷江夹杂着大量的沙石顺

流而下，根据弯道环流原理，江水在弯道产生的漩流，

会将下层的沙石卷到水流上层，大部分沙石便自动被带

入外江而不会进入内江。 同时，鱼嘴又正处于“正面取

水，侧面排沙”的理想位置。因此 80%的沙石就会从这里

排走，如此，大大地减少了内江淤塞之害。 因势而建，用

心良苦，利传千秋，古人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无坝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当得起“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美誉。

离开分水鱼嘴，经安澜索桥，登玉垒山。 玉垒山麓，

建有纪念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

的祀庙二王庙。 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只

有心中装着百姓的人，百姓才会爱戴追思不忘。

出二王庙，沿路而上，坐扶梯，登玉垒阁。 阁顶俯

察，眼开心阔，江山壮丽，风景如画。“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岷江如玉带环绕，滋润着都江堰市。

水利古文化，城市新风貌，很好地融合。 想想李冰父子

的壮举，俯瞰古今交融的城市，不禁想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只有心有真挚的为民

情怀，才能用心干造福人民的事业。 李冰父子之精神，

永留青山碧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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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二季度

职工大病医疗拟救助人员名单公示

经公司大病医疗救助审批小组审定，现将公司 2018 年二季度职工大病医疗拟救助人员名单

公示如下。 请公司广大职工、退休人员予以监督，如有异议，请在一周内（2018 年 9 月 10 日—2018

年 9 月 16 日）向公司工会权益保障部反映。

（监督电话：

5393403

）

人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