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梦

○ 管训班

程莉

学习体悟

湖南电视台创办了一档收视率极高的真人秀节目《变形

计》，节目真实记录城乡少年互换变形的历程，城市少年在乡

村简朴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往往收获颇多、感触颇深、呈

现惊喜蜕变……

公司分批举办管理人员培训班，我有幸参加了 9月 26 日

开办的第二期培训班。 我深深懂得公司倾力举办这样培训班

的一番苦心， 旨在通过学习来不断提升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

素质和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的脑海中始终记得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保金对学员提出“卸下担子、

放下架子、静下脑子、沉下身子、严守纪律、树立形象”的六点

学习要求，激励自己认真学习、全力以赴！ 我觉得学员参加培

训班，放下手中工作，进行学习充电，就是一次“变形之旅”，而

这转变也将促成大家实现一段“完美蜕变”。

受湖南台录制节目的启发，我萌发了将自己和同学们“变

形过程”学有所获、学有所悟记载下来的想法，今天我所要分

享的是关于军训的感悟。

这次军训对于我来说可谓是圆了儿时的梦想。从小，我就

那样地崇敬军人，幻想着能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于是在

适龄阶段，想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谁知我自身“硬件”不达

标，身高不够，愿望无法达成。 回想少女时代的那般伤心和对

军人梦想的痴狂，感叹不已，遗憾万分。 成年后，我心中的痴念

依然未变，始终认定军人是最可爱的人，认定军人就是正直、

坚韧的代名词。 所以， 当我们开始穿上军装进行军训的那一

刻，我认为这就是命运在努力“弥补”我，让我圆梦啊！

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充满着“骨感”。 6天军训中的头几天

气温高达 30摄氏度，对于我们管训一班这帮年龄偏大的管理

人员来说， 在烈日下军训的确是个考验！ 教官把我们分成 5

排，每排 9 人，首先让我们练习站军姿，所谓站军姿就是一动

不动的双手垂直夹紧、老腰挺直、目不斜视地站 10分钟，使我

想起了那个童年游戏“不许说话不许动、我们都是木头人”。 刚

开始大家很不适应，站了仅 5分钟就开始东摇西晃了，后来静

下心来、努力调适、拼命坚持，终于站到了 10分钟。 此轮的体

会是 --军训与工作以及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静心

和坚持。

接下来，教官教大家练习了“立正与稍息”“停止间转法”

“敬礼与礼毕”以及“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三种步伐的行

走与立定这些最基本的内容。 我发现一支队伍就算练最简单

的“立正与稍息”，想练得整齐也要下番功夫；而“正步走”就更

难了，踢腿时足面要绷紧、腿不能踢得太高或太低、手臂甩的

高度和频率也要一致。 大家的身高不一， 腿长自然也就不一

样，手臂甩起的高度也不一样，想做到整齐划一，得有多大难

度呀！ 训练中，教官一再强调大家注意“排面整齐”，每一排的

每个人做的每一个动作都要一致， 在一个团队里一个人有小

动作，都会格外凸显，都会影响团队整体形象！ 军训强调的是

执行力， 在这里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 一个人动作做得再完

美，没有和大家合拍，也是枉然。 渐渐地，大家懂得了配合、增

强了“看齐”意识。 军训最后两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大家

的衣服全都打湿了，可没有一个人受天气影响，继续苦练，原

本凌乱无比的步伐终于有模有样了！

会操那天，我们的“敬礼与礼毕”是那样地帅气，“齐步

走”是那样的整齐划一，“正步走”气势昂扬，“跑步走”铿锵有

力……

短暂的军训虽辛苦， 却留给了我们许多工作和生活感

悟：坚决服从的纪律规矩意识、注视排头和对标前沿的看齐

意识、同频共振的团队精神、干事创业的坚持和坚韧、永不止

步的长征精神……

所有收获我们将在后期学习中继续发扬， 感谢公司圆了

我的军人梦！

○大江环科 张秋娥

希望之火在黄石点燃

2018年 10月 8日晚 8点， 湖北省第十

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在黄石奥体中心举行。

1986年，黄石就成功举办过第七届省

运会，时隔 32年，再次迎来省运会的到来，

当晚的开幕仪式让人尤为期待。

下午 5 点 30 分，我们大冶有色观众团

乘专车前往奥体中心。 作为当晚的幸运观

众，能到现场观摩开幕仪式，我心情激荡。

车行 20 分钟，一个巨大的“鸟巢”式建

筑（体育场）映入眼帘，这是为十五届省运会

而建造的黄金山奥林匹克中心。 3 万人座

席的体育场、8千人座席的体育馆、3千人座

席的游泳馆、跳水池，承担此次省运会 7 大

类别、62大项的比赛需求。“鸟巢”场馆外色

彩斑斓，流光溢彩，绚丽夺目，广场上华灯璀

璨，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人们为省运会而

来，相聚奥体中心，感受这场体育盛宴。

晚上 8点， 在一阵激昂的音乐声中，啦

啦队、彩旗手进场，副省长陈安丽主持开幕

仪式，升国旗、会旗，奏国歌、会歌，代表队入

场，市委书记董卫民等领导讲话，省委书记

蒋超良宣布开幕式正式开始， 全场欢呼雀

跃，灯光闪耀，这是一个激情绽放的夜晚！

进入节目表演环节， 随着悠扬的音乐，

彩幕缓缓升起，白鹭展翅，桃花漫天，张志和

从“诗画长江”中走来，优美的旋律，如诗的

画卷在我们眼前绽放，给我们以最高的视听

享受。

长江是湖北的母亲河，承载着湖北儿女

浓浓的深情和眷恋， 黄石是一个有着 3000

年青铜文化遗址的老工业城市，“千年薪火”

相承，炉火不息，舞台上炙热的火焰，激越的

号子，整齐的步调，昂扬的斗志，传载着黄石

儿女坚强不屈的意志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青铜楚韵”再现编钟神韵，钟鼓铮铮，

舞姿翩翩，浓郁的楚文化给我们以历史的厚

重感和视觉冲击，我们掌声不断，赞叹不已。

黄石历经沧海桑田， 历久弥新，270 万

黄石儿女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开启复兴之

路，“工业脊梁”展现了黄石全面推进区域一

体化进程。

“晶彩时光”“绿动港城” 更是极具黄

石特色，叙述了新时代，新黄石的伟大征

程……

精彩纷呈的表演把黄石三千年的矿冶

文化、长江文化，近代工业文明和当代科技

发展融汇成一场视听盛宴呈献给大家，现场

气氛热烈，我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皆为省

运会莅临黄石而自豪，为省运会取得圆满成

功而充满信心。

最后， 从黄石走出来的体育名将刘蕙

瑕、程菲、李珊珊，“湖北工匠”宋幸福等 6名

火炬手共同将会场内“石榴” 主火炬点燃。

“千年青铜之火”“工业文明之火”“开拓创新

之火”，在这里汇聚成为“奋进复兴之火”，昭

示着黄石腾飞绽放的气势和决心！圣火点燃

了会场， 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和心中的期望！

全场沸腾，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传梦、逐梦

在这里唱响，延续！

激情省运

○ 铜绿山矿 梅晓艳

当我还是一个小读者时，非常崇拜

把文字印成铅字的人———多厉害啊！

简直是妙笔生花。 文字在纸上开出绚

丽的花朵，把我带向不同的世界。 那些

世界无论多么不同，却都有着直指人心

的真善美，充满力量。

渐渐地，小读者长成了大读者。 在

异地求学的日子，和大部分“文艺女青

年”一样，我也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是

师兄师姐同学们交流中外作家，从巴金

到老舍，从狄更斯到哈代，从莎士比亚

到泰戈尔……谁也不能看的日记本

里，摘抄着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席

慕容的诗。 抱着因为喜欢所以写着玩

玩的心态，时不时写写小文章，印在校

报校刊上， 收获老师同学的鼓励和夸

赞。 在我看来，文字工作是非常“高大

上”的，我写的这些充其量只是小打小

闹，那些“大部头”才称得上“作品”。 毕

业前，同学对我说，你以后一定要把我

写进你的文章里。 我嘴里应着，其实心

里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的愿望是当一

个图书管理员，坐拥书城看到老，想想

就美。 靠文字吃饭……唔，我有那个实

力吗？自己其实是否定的。那只是一个

文艺女青年藏在心底深处，一个遥不可

及的梦想。

世事就是这么奇妙，若干年后，兜

兜转转，我居然走上了一条“靠文字吃

饭”的路，让我那最初自己都不敢想的

愿望日益清晰起来。大抵是因为兴趣使

然，在 QQ 空间上写了些散文、诗歌。

也因此得同事推荐，领导看重，在本职

工作之外兼任单位的宣传工作。诗歌散

文和新闻写作， 是截然不同风格的文

体。从感性到理性，在不同体裁间穿梭，

是学习，是锻炼，促我成长。当我的文章

陆续在公司报、黄石日报，甚至是省部

级报刊发表的时候，那种因为付出有所

收获、因为被认可所带来的幸福感溢满

心田。 不断地采访，让曾经胆小内向的

我， 也有勇气和陌生人面对面地交流，

沟通似乎不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

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普通人身上

也有着闪光点。 很多个夜晚，当我把这

些感人的点滴写出来，从文字中透出的

平凡人的正能量，让我或微笑，或流泪。

因为文字， 我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也

让我在心灵上收获颇丰。

和那些传世名家比起来， 我只是

一个企业基层的新闻工作者，我不过是

沧海一粟，渺若微尘，我的工作听起来

一点也不“高大上”。 但是用文字，后来

又增加了镜头，去展现企业改革发展的

洪流，乃至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让历史

有迹可循，让人物有名可载，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对我自身而

言，亦是一种嬗变———从闭目塞听，沉

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谈论风花雪月，到

抬起头来看窗外，看世界，关心时政。这

是一种成熟。王家卫在电影《一代宗师》

里，借宫羽田之口，道出练武人的三个

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这不

只是武学的三个阶段，也是人的三个阶

段。见众生的境界太远，我还在努力地

“见自己”“做自己”， 在这一阶段圆满

了，再去“见天地”。

为什么喜欢文字？ 明知道很苦，为

什么还是喜欢爬格子？ 因为文字里蕴

含着无穷的力量，滋养人心，凝聚力量。

舒曼形容肖邦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

一尊大炮”，同属艺术范畴，我认为文字

具有相同的力量。 文字里有“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的悲痛，有“八百里分

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的豪迈，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的赤胆忠心，有“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不甘，有“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大气。这样的

文字有“风骨”，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

声，引起强烈的共鸣，读来铿锵有力，传

唱不衰。 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这一要求。

在不久前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成新形势

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 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

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

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

夫，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

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

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

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这十

五字箴言，是全体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任

务，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我，一

名企业基层宣传工作人员不变的梦想，

依然是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勤学习、多

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俯

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

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作品。

追梦路上，虽年岁渐长，驽马鲁钝，

但，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相信终有梦

想实现的一天。

初心不改，追梦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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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话，你都听得懂

○ 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我的一个小朋友，跟我讲了她看的一部

难忘的电影，电影名字我忘记了，大概意思

就是小主人翁天生有一点小缺陷，自卑又敏

感，因得不到纯真温暖的友谊苦恼不已。 她

说她也苦恼于她现在的同学和朋友，待她不

是真正的好。

我笑问她：“什么是真正好的朋友呢？ ”

她回：“保护我，帮助我，一直对我好的

人就是。 ”

我乐不可支。 她说：“老师，你笑什么？ ”

我说：“你说的那种人是你的爸妈。 ”

之后，我给她讲了伯牙绝弦的故事。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

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这两句我特别给她讲得

仔细。

小朋友一点即通，她说：“老师，我知道

了，他们这是互相懂得。 ”但是，她仍存疑多

多，她说这个故事没让她感觉到伯牙子期是

很要好很热烈的朋友， 她还说她理解不了

“子期死，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为什么不

可以再弹琴给别的朋友听啊？

我忽然就有点后悔这么早就讲了这个

故事给她听，小孩子的世界，他们认知的友

谊是热切热烈的，是分享吃食、玩具这些看

得见摸得着的。 而“千金易得，知音难觅”的

唏嘘，须得是人们积累了年岁，经历了世情，

参详了风月才能透悟的。

“我说的话，你都听得懂。”前不久我和几

个投契的朋友聊天，谈到我们之间的情谊，其

中一位这样简单概括。 真正灵魂投契的朋友

知己，你的悲欢喜乐，她（他）都听得懂，她

（他）不一定帮得到你，但是她（他）都明白，感

同身受。这样的情谊，不拘束限制于时间空间

的变换，超越生死离别的无常窠臼，它就在那

里，不离不弃，不多不少，刚刚好。

人生旅途，过客匆匆，离别总是难免，我

们谁不是一路行来一路在一曲曲人生剧里

依依谢幕。

所以，我道“珍重”，但不再悲伤。

心灵感触

看见爸爸如霜的两鬓,不再挺拔的背脊,突然想用我

的拙笔写一写父母的爱情。 父亲已是耄耋之年,母亲已

走了几年，但时常对着母亲的画像出神，表现出深深的

眷恋。 那个年代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虽

然平淡无华,却演绎了一生的相濡以沫。

时间追溯到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 湖北麻城的一个

小山村,�明媚的阳光温暖地撒在大地上， 村头的三棵百

年大榕树下，一个浓眉大眼、英俊的小伙子，娶了一位貌

不惊人、没读过书的姑娘为妻。 没有婚纱，没有礼炮，简

简单单，婚宴也是在家里进行，村上请的伙夫，大锅大

灶，摆了几桌，没有所谓的排场，就这样，简单，但不失喜

悦，父亲和母亲从此真正成了一家人。

说起父母的爱情，其实并非自由恋爱。说实话，那个

年代穷，爱情是个奢侈品。母亲从小就失去爸爸，因为家

里穷，跟着自己的一位嫂子过日子，几乎饿死。 为了活

命，母亲最后就由人介绍到父亲家里，作为儿媳养着，没

几年就正式成婚。 父母当初并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只是

经年累月的劳作，顶多也就是劳作累了，两个人在大榕

树下坐坐，喘口气。 也许这就是父母的浪漫。

后来，父亲抗美援朝上了前线，母亲一个在家操持

家务，照顾爷爷、小孩一家老小，特别辛苦，以至于年龄

不大已生些许白发。再后来，父亲转业到大冶有色公司，

当了干部。当时父亲有些战友，就因为身份的变化，嫌弃

糟糠之妻。其实，那时母亲也有些担忧，自己一个“大”字

不识的农村妇女，与父亲的身份悬殊。 但是父亲坚定地

告诉她，做人就要讲良心，更要讲责任。 父亲说到做到，

平时，只要在家里，就会抢着干家务，从不摆出一个干部

的样子，把对母亲的爱、对家庭的爱体现在行动中。

父亲从 19 岁参军上前线，20 多岁就到了大冶有色

工作，有一段时间长期两地分居。 两人身处异地，但心

交织在一起。 那时候，父亲每年回来一两次，有时赶上

去外地跑车支援兄弟单位，一年回来一次。小时候我老

是问母亲，父亲总是走了回，回了走，见不了几天的面，

能不能不走呀！ 母亲听了就会安慰我们。 印象中，从来

没有过怨言，依然是她独自承担起了家务、农活，照顾

一家老小。

因为聚少离多，所以有时候放假了，母亲会带着我

去父亲工作的地方住些日子，依旧是没有争吵，没有埋

怨，只是默默地相互依靠。他们都是不善于表达的人，也

没有相互送过礼物。 在他们眼中，在一起的日子都是情

人节。也许正是有了这种期待，所以，他们从来不舍得争

吵，而是更加珍惜着在一起的日子。

有人说“不吵架的夫妻不是正常的夫妻”,可是，在

父母走过的这 50 多年的婚姻历程, 我印象中就没有什

么争吵。 有过的小争吵，也都是在母亲的和颜悦色中熄

火。 父亲脾气急躁,母亲性格随和,但是，母亲睿智,虽然

没有读过书，却颇懂得审时度势,防患于未然,什么事情

都愿做到未雨绸缪,父亲沉稳,从来都是“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处事风格。

父亲和母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经历，也没有

令人羡慕的浪漫故事，但所谓平平淡淡才最真，生活中

的小事其实是他们彼此相守一辈子的缩影。

容颜易老，岁月易逝，父亲和母亲心意不改，温情不

变。 没有花前月下的甜美誓言,没有你侬我侬的情话蜜

语,就这样,让我牵着你的手,从青春年少,走到白发暮年,

彼此相连的心,此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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