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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儿子突然问我：“妈，寒

门出贵子吗？ ”

我一惊，连忙说：“出，肯定出！

车胤孙康，清华北大……”

儿子瞟了一眼，打断我：“寒门

难出贵子！ 资源决定胜负！ ”

我冷汗涔涔，郑重道：“知识改

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思维见识

构建格局！ ”

儿子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我整理一下思绪， 清清嗓子

道：“寒门出贵子，是因为寒门子弟

知道自身的短板， 愿意闻鸡起舞，

奋起努力去改变寒门命运。 非寒门

子弟尽管掌握了大量的优势资源，

在教育上有很大的选择性，但却有

很多人丧失了奋斗的动力，不乏碌

碌无为甚至坑爹坑妈者，富不过三

代就是指这种情况。 拿你们学校来

说吧， 很多同学花钱参加辅导班、

培优班，却不一定就比没参加辅导

的同学学得好， 关键看谁更踏实，

更用心了！ 你姨姨、舅舅能金榜题

名就是寒门出贵子的成功例子。 ”

可见寒门能不能出贵子，不因

财富的多寡，而是家庭教育、思维、

品格和本人努力所决定的！ 常言

道：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 贵的

不是金钱，贵的是家风家教，是精

神传承！ ”我坚定道。

儿子白我一眼：“我说的是寒

门难出贵子！ ”

我心虚，无语凝噎……

寒门确实难出贵子！ 相对高门

贵户，寒门缺的是资源，是见识，是

家长拼搏奋斗中的正面示范……

我凭什么侃侃而谈，标榜自己

一切为孩子？ 要求孩子刻苦学习，

自己却随波逐流，不思进取。 只会

用“爱”来绑架，只会说教，光说不

练，却不用自己的努力给他做出榜

样。

我调整情绪，大声说：“寒门难

出贵子！ 但只要努力就有机会！ 这

是对奋斗者的最大公平！ 我们中国

人最不怕的就是困难， 古话说得

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穷且益

坚，不坠青云之志！ 从古到今，寒门

走出无数人才， 生活的困难是压

力，更是向上的动力！ 知道吗？ ”

儿子没吱声， 似同意我的观

点，我暗暗松了口气。

儿子的提问是对我最大的鞭

挞和质疑，也是他自信心不足的表

现。 我心情很沉重，也很羞愧，因为

我把很多自己不能实现的意愿和

期望强加在他的身上，还美其名曰

“都是为你好”。 却不知，父母的三

观、见识全都如镜子一样反映在孩

子身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想要孩子

过得好、做得好，得先把自己活成

一个榜样！

几天后， 儿子拿起我桌上的

《大学语文》，一脸疑问：“您的？ ”

我脸颊微热，故作镇定：“妈报

了自考，拿你姨姨的课本先看着。 ”

儿子十分兴奋：“这感情好，我

们比赛！ 看谁考得好！ ”

我欣喜道：“好！ 我们一起努

力！ ”

回首往事

每当我结识新朋友， 遇见老同

学, 他们都习惯性地问我做什么工

作，我总是十分俗套地回答：我是烧

电焊的。 知道我是烧电焊的人几乎

都说：很辛苦吧！ 我总是会意地点点

头笑笑。

说起烧电焊， 还是我自己选择

的工种。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从电

视上看到工人师傅们焊接桥梁、船

舶， 将不同的型材焊接拼装成各种

大小不同的构件， 觉得是一件很有

意思的事情。 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

一个念头———以后我也要做个烧电

焊的。

1996 年中专毕业后， 我如愿选

择了烧电焊。 烧电焊远远没有我想

象中那样简单： 只是夹着焊条在工

件上拖动。 烧电焊对于我一米八三

的大个头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

验。 焊接时， 经常会遇到低矮的地

方， 普通个头的人轻而易举地蹲着

就能完成， 而我则要跪着或是弯腰

才能完成。 平时一般烧电焊总是蹲

着操作，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跪

着烧，有时躺着烧，有时仰着烧，累

得腰酸背痛，汗流浃背。 烧电焊手上

身上常常被火花飞溅烫伤， 没有一

身好衣袜。 特别是夏天露天作业，头

顶火辣辣的太阳，脚踩 40 多摄氏度

的钢板施焊，还要吸收焊接热辐射，

这其中的辛酸味真的好令我后悔当

初选择烧电焊。

但有一件事的发生让我不再后

悔选择烧电焊。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

那一年 7 月份， 正值矿里年中设备

检修， 我们机修车间参与的检修项

目多， 需要制作的金属结构件任务

多，作业量大，人员少，工期紧。 为了

不影响检修， 我的党员师傅白天带

着我， 在狭小的金属构件空间里焊

接制作选矿浮选槽， 晚上争分夺秒

焊接板式给矿机链接环。 那段时间，

我们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以上，特别

是板式给矿机链接环焊接， 质量与

强度要求高， 对焊接技术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那段特殊时期，师傅对

我耐心地进行了强化指导培训，一

边手把手地教我调节电流、运条，掌

握焊接方法， 一边鼓励我撸起袖子

加油干， 一定会焊出自己满意的焊

缝。 晚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 12 点，

尽管辛苦工作了一整天， 明显感觉

得到腰酸腿胀和身体上的疲倦，但

仍然没有一丝困意， 躺在床上想着

师傅白天的谆谆教诲， 脑海里想着

的是焊条运条的方法， 手也情不自

禁地跟着摆动起来。 是夜，我梦见自

己有条不紊地焊接金属构件， 握着

焊把的手，十分灵活地运送着焊条，

焊缝像鱼鳞般熠熠发光， 平坦而光

滑，每当此时，我都乐呵呵地从睡梦

中笑醒。 更让我骄傲的是，设备检修

完成后，领导对我提出了表扬，说我

作为一个新人，不怕苦不怕累，很好

地完成了任务。

烧电焊虽然辛苦，但也有乐趣，

乐的是技术的进步，烧的焊缝美观，

质量过硬。 我不论是当学徒还是出

师以后，若焊缝烧得不美观，达不到

规范要求，心情就总是不愉快，吃饭

吃不好，睡觉睡不香，我想这一点是

所有烧电焊的人都曾有过的感受。

当经过学习、思索、切磋、反复操作

练习后，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掌握了

操作方法，烧出来的焊缝漂亮，心中

的那个喜悦是没法用言语来表达

的， 只是铆足了劲地烧， 越烧越有

劲，越烧心情越澎湃，拿着焊把的手

就像书画家挥舞泼墨， 像万马奔腾

般豪放，非常有节奏地摆动焊条。 有

时还没烧过瘾就要下班了， 总觉得

时间过得真快。

我爱烧电焊，烧电焊虽苦，但苦

中也有乐。 我选择了烧电焊，但我不

后悔！ 从一名学子成长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努力践行“责任、忠诚、学

习、进取”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在岗

位上做好“传帮带”工作，不断提高

成绩，多次参加单位重点工程建设，

焊缝合格率达 100%， 自己也先后连

续多次获得矿里以及公司“电焊工

技术比武第一名”“职工自学读书先

进个人”“优秀职工”“十佳团干部”

等荣誉称号。 愿我的人生像弧光一

样闪闪发光！

我是烧电焊的

○ 丰山铜矿 刘鑫涛

职工篆刻

冶炼厂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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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说到就到，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项链、戒指、手表留作纪念？答曰：轻装上阵，何须受此羁绊。

四十岁，回头已物是人非，不必感慨。十八岁的雨滴，滋润过

的青春，还在翠绿的叶子上闪亮；十八岁的风，吹拂过驿动的心，

迎风而翔。

人生若以四十为界，那么四十岁之前，大概是北国奔放的木

棉，“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四十岁之后，则像南国

恭谦的迎春花，“金黄待蓄迎春色，碧玉丝带度翩翩”。 无论是哪

一种美，都会令人痴醉。

“盛气凌人少年狂,傲骨谁人甘败?”这是四十岁之前的傲气。

除了自我，仍有一种“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魄，也只有在个这天

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才有的气质。此后，只在岁月的影子里追忆，

那时的“英雄”去哪里了？ 怪谁？ 时光老了霸气，丢了任性。 火辣

辣的阳光目送青葱的岁月，潺潺的河水沉淀人生的积沙，时光的

洗礼送给四十岁的厚礼。

四十岁，上有父母年迈老矣，赡养之责肩挑背扛；下有殷殷

孩童，哺乳之路漫漫。处世不易形如蝼蚁，奔波于觅食与巢穴间。

闲暇之余，舍柴米油盐晒过隙之光，尚为浪漫依期（妻）！ 苦心孤

诣，成男人之稳重，塑男人之伟业!

四十岁，迎风沐雨，立世不惊随遇而安。 理智处事、诚信待

人，余生的每一天都拥有四十岁的沉稳、内敛。处事有理，不慌不

忙；为人施礼，推己及人。

知己者，以镜为鉴仅正衣冠。真若知己，学则通达。不受礼物

不代表没有礼物、没有惊喜！ 离开工作岗位，转战培训班就是一

份“意外之财”。入学堂、军训、拓展，与同学们在一起相处、相助，

其乐融融。 获取知识、开阔眼界、重新认识自我，四十岁收获的

“财富”，不是用完了还得去挣的金钱，不正是“放鱼收渔”吗？ 心

存幸感，砥砺前行不再身单力薄。

四十岁，付出多一点，让爱的火焰在心中永远跳动，温暖此

生。 若爱，痛苦便远离；深爱，一切将变得更美好。 四十岁人生的

课题，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不需要慷慨陈词，只需润物无声。

“

峣峣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四十岁悟出的道理很多。 时光

悠然，做一个温柔而普通的自己，不争芳斗艳却傲立枝头。 任鸟

儿停伫，蝴蝶绕枝，动静相谐、自然生趣！

迈入四十岁，收拾行囊扛起责任，不必回头驻望。

问一声，准备好了吗？ 心有期待!

职工书法

行草对联

退休职工 李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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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飘香。

作为中秋独有的符号，桂花香、明月圆

赋予了中秋佳节更多的诗意和情怀。

记忆中，月圆、月饼和桂花香，就

是心灵深处的中秋印迹，赏月、团聚就

是品味亲情的中秋记忆。

时光荏苒，中秋佳节，少了孩童时

对月亮、嫦娥的好奇，多了成年后对亲

情相聚的眷恋。 中秋，成了人到中年后

洗涤生活的疲惫，呼唤亲情，在纷繁喧

嚣中寻找一角安放情感思绪的纯净空

间，寄托着深深的祈愿。

作为“70 后”，回想往昔，我最难

忘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村生活。

那时虽然物资贫乏， 通讯也远不及如

今发达， 人与人之间却有着更多见面

式相处，朴实、简单的情谊使人难忘，

让人留恋！ 中秋来临， 没有过多的渲

染，却有着如约而至的气氛。 月饼，简

单而形象， 记忆中有那种白色米粉的

提线月亮糕， 或是油香浸透的纸包大

月饼，没有奢华的包装，也没有缭乱的

馅料， 但那沁人心脾的纯正香甜至今

余味犹在、唇齿留香。 中秋节，最亲近

的家人之间少不了礼尚往来的馈赠，

礼轻情意重。 月圆之夜，祖孙三代围坐

在小院的桂花树下，品月饼，赏明月，

其乐融融。 长者聊家长里短，评邻里乡

亲， 而懵懂垂髫则努力寻找着那遥不

可及的天际银盘中藏着的月兔、嫦娥、

吴刚、桂树……花香弥漫，月华如水，

那种意境和氛围， 已成人生记忆中不

可磨灭的印记！

如今，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忙碌，人

很难相聚叙情，更难觅昔日家人团聚、

品茶夜话、促膝相谈的场景了，可能是

一条短信、一个电话，替代了以前围坐

赏月的团圆场面。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

在提倡重拾经典，回归传统，让我们古

老的文化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和活力，

真正体会到“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

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意境和家国情怀。 当我们怀着一颗回

归传统的心，虔诚的追寻传统、亲近家

人、共赏圆月，欢度情满人间的中秋佳

节，我们的心灵会更充实，我们亲情会

更浓烈，我们的文化会更醇厚，我们的

传承会更久远！

佳节佳话

中

秋

感

怀

职工摄影

山村秋景

公司总部 刘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