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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世界，窗外，蒙蒙

细雨敲打着玻璃，片片相思涌上心头。

秋天像一壶甘甜的葡萄酒， 滋润着人们的心

田；秋天像一首动人的歌，唱出五彩的旋律；秋天

像一颗无私的心， 经历风雨却满地金黄。 从古至

今，多少文人墨客为秋落下伤心泪，为秋留下传世

名作。 宋代寇准留下的《书河上亭壁》：“萧萧远树

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我没有古人那份诗情

画意， 只能在这萧瑟的冷秋中追忆昨日的似水年

华。 有句歌词写得好：“昨日像那东流水， 离我远

去不可留。 ”是啊，昨日永远变成了昨日，只能回

味不可轮回，而秋天，却每年都有一次轮回，我们

不用担心秋天永远离我们远去， 只要我们坚持走

过冬春夏三季变换， 就会迎来秋的成熟， 秋的收

获。

那年秋天，我随父母来到这里，那时的我，还

不懂得离别是啥滋味。 当我在新的学校，面对着一

张张陌生的面孔， 遥望那时而喧嚣时而寂静的校

园，才发现，原来以前那两排平房围成的校园是多

么令我开心。 往事永远成了回忆， 想念那时的我

们，下课铃响起，我们就拿出各自“私藏”的玩具：

火柴棍、冰棒棍、石头子、小沙包、橡皮筋等等，几

个同学一起，玩得不亦乐乎，那认真劲儿，不亚于

读书学习。 也就在那些不起眼的玩具世界里，我们

找到了快乐，我们开心地笑着，无忧无虑地闹着，

走过了花开花谢， 经历了四季变换。 在来年的秋

季，我们将课桌搬进了另外一个教室，开始新的学

习生活。 那时的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意味着万

物成熟，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那一望无际金黄的

稻谷，满山飘落的黄叶，足以证明秋收的到来。 可

我又害怕秋天，秋天一到，树的年龄又多了一圈，

我的年龄又大了一岁，树越长大就会越老，人越长

大，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我想永远活在童年，拥有

一颗永远无忧无虑的心。

有人把秋天的太阳比喻成夕阳，代表着成熟，

经历了沧桑，经历了坎坷，经历风雨，最后来到了

秋暮，与秋牵手走过人生最后的旅程。 秋天，花谢

了，果熟了，叶黄了，天凉了，可人们却开心了。 唐

代诗人李绅就写有秋收的诗句：“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欢喜的季节，是

成熟的季节。 秋到了，冬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秋，带走了我的思念，却带不走我对知识的渴

望，止不住我前进的脚步。

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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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这天，我回家看望了父母，这是我今年

时隔三个月后再一次陪两位老人家吃饭。

父亲在矿山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先是和母亲

住在乡下，后来因为要照顾三弟的孩子才不得不从

农村来到矿里。 这一晃也有十多年，如今侄儿也十

一岁了。

父亲有风湿和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腿脚不是

很好。 蹒跚而行，非常吃力，走一段就要歇一会儿，

所以很少出门走动。 除了天气好的时候，隔三岔五

地出来晒晒太阳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屋里。 不是看

电视，就是看书，再就是摸摸索索地帮母亲做一些

家务。而母亲呢？在乡下待了一辈子，矿里也没有几

个熟悉的人， 再加上本身性格内向不喜欢串门，她

除了每天早上例行公事地去菜场买菜外，也是很少

出门的。做惯了的母亲怎么也闲不下来，做卫生、做

布鞋，缝缝补补、收收捡捡，不是这就是那，整天忙

忙碌碌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过得简单充

实。

平时， 我也会十天半月地去看一次父母亲，毕

竟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怎么好。因为工作忙，

也因为不想给老人增加麻烦，所以每次我都是来去

匆匆，简单地问候，没有好好地坐下来陪陪老人，听

听他们的心声。 粗心的自己总认为老人不缺衣少

穿，过得很好，不需要嘘寒问暖。 直到这一天，我才

知道，原来老人也和小孩一样，也是需要人陪伴的。

因为是过节，我留下来吃饭，并破天荒地主动

和父亲喝酒。 那天，两个老人特别高兴，尤其是父

亲。我为父亲斟酒，他一脸的喜悦。平时只喝半杯酒

的父亲，那天中午硬是倒了满满一杯。母亲说，你爸

今天高兴，他这是想你了。今天是国庆节，你就陪他

好好喝一口吧，他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听母亲

说完，我也给自己倒满酒，决定陪父亲好好喝一口。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对面坐着，一边喝酒一边拉

家常。说说老家的人和事，聊聊兄弟姊妹的家事。我

频频给父亲敬酒，为他夹菜。 酒过三巡后，菜过五

味，平时不善言辞的父亲话明显多了起来。 他谈过

去，讲他年轻时候部队里的事，告诉我他年轻时候

的自己是多么威风，一呼百应。 父亲眉飞色舞谈笑

风生，是那样意气风发，仿佛年轻了许多。母亲坐在

一旁吃饭，她告诉我，平时父亲在家总是一个人闷

闷不乐，很想有个人找他聊天，陪他说说话，今天总

算是如愿了。

我默默地看着父亲，那满头的白发和一脸的皱

纹是无情岁月留下的痕迹， 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

了，为自己所谓的忙碌而自责。身为人子，竟然不知

老人的心声。那天中午，我一直在陪父亲喝酒，做了

一回忠实的听众，听了他这一辈子说得最多的一次

话。 原来沉默寡言的父亲，也是个性情中人。

年过古稀的母亲，蹒跚着脚步一直把我送到楼

下，送到小巷的尽头，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像

小时候送我上学一样。 在转身的那一刻，我的眼泪

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告诉自己，今后不论自己有

多忙，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常陪父母聊聊天，听一听

他们的心声。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

途，我一定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好好地孝顺他们。

常回家看看

亲情物语

有色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移交

业务办理告知书

尊敬的有色水电用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

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 [2016]45 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加快解

决国有企业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等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政办发 [2016]94 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黄石市加快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等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黄政办发[2017]

19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国有企业需将承担的供水、供电、物业

管理职能交由专业化企业或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 该分离移交

工作需在 2018 年底前基本完成，2019 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

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按照国家要求， 大冶有色公司已与黄石供电公司、 黄石市

自来水有限公司等相关专业化企业签订了正式移交改造协议，

在 2018 年底前将供水、供电资产和管理职能交由对方负责管理

运营，水电供应价格按照黄石市物价局公布的价格执行。 根据

工作进度安排，现在将对所辖范围内的水电用户进行用户资料

的收集登记和合同签订工作，便于下一步的接收移交工作。 为

方便用户，黄石供电公司、黄石自来水有限公司与动力分公司

将在国庆节之后，在工人村设点进行用户的资料收集登记和合

同签订工作，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业务办理说明：

1.居民用户在办理登记时，请提供以下资料：房屋产权证

明、 与产权人一致的用电及用水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联系手

机号（长号）。

2.非居民用户在办理登记时，请提供以下资料：房屋产权证

明、用电、用水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如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等），联系手机号（长号）。

3.非本人办理，委托代理人办理登记时，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对需二次加压供水的用户先暂签直供合同，待二次供水

工程完工后另行签订二次供用水合同。

5. 敬请用户在规定时间内到设点现场提供资料进行登记

（用电、用水各一套），否则有色公司和供电、自来水公司完成供

电线路切割及管网封堵后， 将不能对你们的户头进行建档立

户，需用户自行到供电公司营业厅，自来水“三供一业”有色改

水办公室（有色动力厂内）进行报装申请，方能正常用电。 为避

免影响到各位用户的生活作息， 请相互转告、 密切关注后续工

作安排的通知。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

黄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金格动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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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给我的神秘，源于小时候读到

一个“野人”的爱情故事。 去神农架探秘，

一直是我的心愿。 感谢公司安排的疗休养

活动，让我有了一次零距离探秘神农架的

机会。深秋时节，收拾行装，于一个雾朦胧

的早晨，与同事们集结出发了。

乘汽车、转高铁，经宜昌至神农架。 午

饭后至兴山昭君村。村子不错，青山怀抱着

香溪，蜿蜒向西而去。只可惜大部分古香古

色的建筑都冒着油漆味， 当代人修建的痕

迹明显。对于我，昭君只是一个遥远而美丽

的女人，感动过两千年前大漠那边的单于。

昭君出塞和亲， 维护了汉匈之间百年的和

平。 昭君村于我，则无太多的触动。

再次启程，前往神农架木鱼镇。 这是

一个小镇， 坐落在山与山的折皱之间，青

山绿水，街道沿山涧两边铺开。木鱼，这个

地名很有意思，是与寺庙里所敲的木鱼有

关吗？得空请教当地导游，据她讲，许久以

前，此地所伐木材，要在盛水期于山涧中

放筏，远远望去，逶迤于溪水中的一根根

原木，就像是一条条游动的鱼，此镇因此

得名。

第二天，去神农谷，天空不时地飘着

淅沥小雨，被略带凉意的秋雨浸染过的青

山，水汽淋漓，苍茫润泽。坐上景区的摆渡

车，渐次绕山行进。还没到景区，就被沿途

的山色迷醉， 似乎是玉帝打翻了调色板，

把山上染得五颜六色，红的耀眼、黄的灿

烂、绿的青翠……深秋的神农架是如此之

美，很想叫停车子拍照，可惜司机不答应。

到得神农谷，天色放晴，阳光从云雾

中喷薄而出。 此谷似乎被鬼斧神工用尽洪

荒之力，将浑然一体的青山，活生生劈开

了一丝深不可测的石缝。 导游介绍说上下

落差竟然有上千米！立于谷峰，放眼望去，

神农谷对面山峦上， 白茫茫厚重的云海，

甚是壮观，同时，也增加几分神秘，让人想

知道云海下到底是怎样的美景。 据说，这

样的景色可遇而不可求，要碰运气。

略带神秘的景色，让我突然间想起读

过的“野人”爱情故事，说的是一个农夫上

山砍柴，被一个女“野人”强抢为夫，农夫

数次想逃，被强壮而高大的女“野人” 揍

得鼻青脸肿。 逃无可逃，农夫只能静下心

来过日子，后来居然也与这个女“野人”产

生了感情，生儿育女……

神农架常找“野人”不见人，是不是营

销的噱头？ 我时常有这样的疑问，内心一

直想寻找这个答案。 到了官门山景区“野

人”科考馆，总算找到一个还算圆满的答

案。 神农架的“野人”科考工作，在抗战时

期就已开始， 由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组

织。 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了几次大规模

的“野人”科考，最大的一次甚至动用了解

放军的部队，搜山式的科考，然而无果。但

是，也找到了几十位“野人”目击者，还有

几缕“野人” 的毛发，以及比常人大一倍

的巨大脚印。

“野人”科考馆里，我并没有找到是否

真有“野人”的答案，但是，无论是否有“野

人”， 我想都得感谢这位似有似无的“野

人”。 因为在那个对环境保护并不很重视

的年代，因为“野人”，神农架得到了较好

的保护，为我们留下了较为原始的植物和

动物多样性， 留下了一片神秘的净土，留

下了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美景。

从神农谷对“野人”的思绪中回到眼

前美景，接着去神农顶。 神农顶距神农谷

并不远。前往神农顶，则见流云如瀑，泻入

那深不见底的山谷之中……引无数游人

陶醉。

神农架最美的景区要算大九湖，深秋

更是美得心醉。 从神农顶乘车去大九湖，

用时两个多小时，距离 80 多公里。 车行于

彩色的群峰之间，间或有带状的湖泊点缀

其中， 车就像开进一幅印象派的山水画

里！ 顾名思义，大九湖是有着九个湖的高

原湿地的总称，海拔两千多米，也是被彩

色的山峦包围着。现在是旱季，湖水内敛，

有些混浊，反而让湿地风采尽显。 据说，这

湿地在国内独占鳌头。 湖光山色，波光潋

滟，能想象到的美，在这里都能找到。

最后，要说一下神农坛。 入目之处白

云悠悠，密林葱郁，松柏苍翠，鸟鸣山幽，

美丽而幽静。 一座巨大的牛首人身雕像立

于天坛之上，以大地为身躯，双目微闭，神

情凝正，似在冥想宇宙。 天坛之下为地坛，

辟有一个外圆内方的广场，两根高达十米

的如华表般的图腾柱分立两边，柱上雕塑

也是牛首。

《搜神记》 中曾记载：“神农以赭鞭鞭

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

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神农即炎帝，

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太阳神。 姜姓，号神农

氏，他遍尝百草，被世人尊称为“药祖”“五

谷先帝”“神农大帝”“地皇”等。

走完神农坛， 结束了神农架之旅，也

结束了我的神秘期盼。

○ 公司总部 张国平

探秘神农架

人在旅途

职工摄影

神农架秋韵

职工书法

行草 《心安联》

退休职工 石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