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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前些日子，在散步时碰到以前的老同事

杨阿姨和她的母亲。 闲谈之余， 她感慨地

说：“我从金彩有色微信公众号看到， 你们

现在成立了矿业公司，真好……”言语中，

满是宽慰之意。“是啊，矿业公司成立对于

公司整合矿山板块业务，发挥资源优势，降

低管理费用，提高管理效能，助推大冶公司

加快建成现代化铜企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

义。 ”我随声应到。

我知道，杨阿姨虽然退休，但一直关注

着我们矿山的发展。 想想当初初到矿山时，

对矿山一切都很陌生， 是她一次次给我讲

着矿山的历史， 也正是这些历史中的人物

和我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矿山人， 让我不

由得对矿山人肃然起敬……

1975 年，因矿山发展需要，铜绿山矿招

收了 104 名符合内招条件的女青年，成立了

女子“三.八”工段，担负采场的混凝土浇灌工

程。 在 1976 年秋，坑采车间进入 4 季度的决

战阶段。 一次四点班，-25 米中段信号出了

故障，不能及时发出停放砼的信号，致使地

面搅拌机不断下放砼， 导致堵管事故。“三.

八”工段党支部书记李湘梅得知后，冒着大

雨从 -25 米爬到地面通知停放时，却得知砼

全堵塞在 -25 米至地面约 90 米长的输送管

道中。 输送管道是井下生产的咽喉部位，如

不及时处理，砼将凝固在管道中板结，造成

堵管停产。 情况紧急，为不延误生产，刚下班

的工长二话没说，提起大锤就下了井，亲自

带领女工们在井筒沿管敲打， 震落管中的

砼。 砼渣不停地落在大家的身上、手上，大家

却毫不在乎。 一个小时过去了，管道内还有

大部分的砼，为了彻底清除，大家找来管道

工在转弯处将管道切割开，轮番用自己的双

手往外掏。 等到排除完所有故障时，已是凌

晨四点。 但大家毫无睡意，都为自己打的这

一场攻坚战激动不已……

2013 年，在杨阿姨退休的前一天，因工

作需要她带着来到当时铜绿山矿选矿车间

最艰苦的工作岗位，碎矿生产二组。 记得那

年，由于选矿扩能改造工程投入施工，造成

基建与生产矛盾加剧，矿石性质不稳，流程

十分不畅。“艰巨的生产任务怎么去完成？ ”

成了整个碎矿生产二组最迫切的问题。 为

确保宝贵的矿石资源颗粒

归仓， 该组三名年龄稍长

的老师傅主动放弃休假，

清理皮带上掉落的矿石。

在年轻职工不明白他们为

什么要奉献自己“来之不

易”的假期时，老师傅笑着

解释道：“矿山就是我们的

家，只有家好，我们才会更

好！ ”在他们的感染下，班

组其他年轻职工也立即加

入清理队伍中， 仅 2013

年，在厂房边边角角，全班

清理的散落矿石达 1000

余吨，虽然微不足道，但在

生产创效上真正体现了既

抱西瓜也捡芝麻。

而让我最记忆犹新的

是，2017 年 3 月 12 日凌

晨，铜绿山矿尾矿库出现溃坝。 在抢险过程

中， 百余名团员青年坚守十里铜乡不言苦。

当天，矿山青工曹文刚老婆即将临产，他抛

下体质虚弱的妻子，匆匆跟家人交代了几句

便赶到抢险现场与其他队员们一同抢险。还

有正在筹备新婚的青工张砂……他们在得

知险情后，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主动承担

应急抢险、巡堤防汛任务，有的坚守 20 多个

日夜。 如该矿青年突击队长所说，青年突击

队队员们都如电影里特种兵“战狼”一样，关

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也正是全矿的上下同

心，铜绿山矿在这次险情面前挺了过来。

还没等我们回忆完当初那英姿勃发“三

八”工段的女工们，斗志昂扬的青工们，“太

晚了，赶紧回家了。”杨阿姨母亲一句话把我

和杨阿姨的思绪都拉了回来，“现在矿业公

司整合资源‘四矿一心’，是个好兆头 !是个

好兆头啊！ ”看着老人那爬满皱纹的脸高兴

得像一朵绽开的花，我也舒心地笑了。

故事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矿山人的精神

也一代代的传下去。 如今，生活在幸福时代

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为自己的梦想，为大

冶公司推进赶超发展而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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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来 ，我经常会不自觉地问自己 ，

如果不是来到有色，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

是干什么的。 或者成为了一个老师，桃李满天

下，或者成为了一个小老板，已经小有成就，或

者是一个打工者，四处飘零。如此种种猜测，反

正绝不是现在这般平凡无奇。

日子在我不时地叩问中 ，一眨眼 ，二十多

年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身边，像我一样，经常对

生活充满假设的人大有人在。 有的人，曾经肯

钻研 ，有基础 ，有能力 ，也曾对未来充满幻想 。

然而 ，在人生漫长的低迷期里 ，他们渐渐抛弃

了当初的理想和誓言。 于是，对自己的工作渐

渐失了热情 ，对自己的环境充满否定 ，对现实

产生生不逢时伯乐不遇的惆怅，对自己满满的

怜惜和对一些事情的诸多不屑。

跟不平凡的人比起来，我这几十年算没有

什么成绩。 开始，在一个高大而嘈杂的厂房里

守着一台从德国进口的风机 ， 那是个庞然大

物，噪音如雷，擦拭设备时，如果想唱首歌驱赶

驱赶枯燥，无论自己的歌声是多么拼尽全力也

是断然听不见的。 对人生最初的幻想和好奇，

碰撞到金属的长管和高塔时，冰凉地碎落。 女

孩子，似乎更应该在一个幽雅的环境里孕育理

想。 没曾想，以后，我将跟金属结下不解之缘。

那些金属的泵啊，管道啊，都是我工作的对象。

现实就是如此这般似三九寒冬里的金属冰冷

坚硬。好在，我是一个有随遇而安能力的人。作

为风机工，我是一个细心爱干净的风机工。 我

上班的日子，把它当成孩子一样擦得干干净净

闪闪发亮。 我仔细聆听它的声音，气流和机械

运转的声音成为宏大的交响乐 ， 随着时日流

逝，我练就了对机器声音敏锐的判断力。

幸运的是， 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

这个岗位 ，实在话 ，女性做起来确实不是那么

容易。刚开始，碰到要开停风机时，心里紧张得

不行，生怕因为自己的技术不娴熟而操作不当

影响生产。 毕竟是半道出家，对生产现场不熟

悉 ， 跟着师父学习后就开始慢慢自己上手操

作。 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工作学习，还是只能

一知半解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冶炼生产是一

个复杂的技术体系，涉及到的知识面很广。 作

为主控操作， 有很多专业知识需要学习跟进。

可惜我不是男儿身， 在检修时不能钻塔进槽，

遗憾我不是冶炼专业的学生，没有一个好的理

论基础。 所以，在这样一个生产的控制核心工

作，我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必须坚持下去，因

为，从我踏进有色的大门，我就是一个有色人，

跟制酸生产将是一辈子缠绕不绝的缘。 尽管，

跟那些有专业基础有现场实践的男同事比起

来，我的能力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年我身边有的人有能力 ， 有追求 ，可

是，没有坚持下去。 有的人是把一些精力投到

了其他的地方，总想着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另一

个敞亮的入口。 可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

件事就已然是了不得了。 有一项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

:

一个人，只要肯花

10000

小时的精力在一

个专业领域就可能成为专家。 和我一起进厂出

生于

70

后的人， 如果当初每天肯花一小时钻

研冶炼技术，那么现在也是专家了。 可惜很多

人蹉跎了这

20

多年。

岁月至此，我明白了，不管我在哪儿 ，如果

都是现在的状态，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也不会遭

遇精彩。 因为，我的努力不够，跟环境无关。 现

实就是一面镜子， 谁的样子都成像在其中，没

有假如。

在人生季节里， 虽然我的醒悟有点晚 ，但

是我懂得了人在哪儿，哪儿就应该是舞台。 所

以，我想以拳拳之心寄语那些还在现实中摇摆

不定的人，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四顾彷徨，不要

诸多杂念和假设， 人生不在于你遇到了谁，而

在于你是谁！身在有色，你的舞台就在有色。理

想的树 ，只有深深扎根脚下的土地 ，才能生长

得高大繁茂。

有色情怀

○冶炼厂 肖爱梅

人在哪儿，舞台就在哪儿

一十四年整了呢。

在网上查了查， 十四年是象牙婚。 象

牙象征珍贵、美好、坚硬和稳固。

在家里面某些个吃饭、 睡觉、 闲聊的

日常时候，我偶然会盯着对面的先生的脸

失神怔忪，这张脸孔，这个人，已经跟我共

度了十几个春秋往复了吗？ 那个秋意浓重

的清早，他一身正装，跪在我的父母双亲

面前，庄重起誓要一辈子对我好，然后，欢

天喜地地把我接回了家。 这仿佛还是发生

在昨天的场景啊， 居然已经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走了这么久。

唐代有位女诗人叫李冶， 她写了一首

很有名的《八至》诗，里面有一句 " 至亲至

疏夫妻 "， 将 " 夫妻 " 这种关系总结得很

好。 两个毫无关联甚至是天各一方的人，

因为冥冥之中某种因缘际会，走到一起成

立一个小家，生儿育女，发展事业操持家

务，贫富同担，荣辱与共，相携相持，直至

生命的尽头。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 ”“不思量，自难忘。 ”“相怜

相念倍相亲， 一生一世一双人。 ”“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 ”这是古人笔下的夫妻爱

人之情,之情深之爱浓之意切，无不令吟读

之人动容动心， 向往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儿痴痴情深。

前几日，读到一篇微文，说“每对夫妻

都是过命的交情”，可不就是吗？

二三十来岁的年纪开始， 两个人走到

一起，差不多就是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工作学习，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

漫漫人生路，崎岖还是平滑，事无巨细，哪

一样都是一起经历一起度过。

孕育抚养孩子。 一个你，一个他，孕育

出一个有你也有他的生命， 然后小心翼翼

地、摸索着学习着将这个宝贝抚养长大、教

育成人。 她（他）在你们的呵护下一天天变

得美好，你们也跟着她（他）一天天成熟、

强大、完整。

你从父母手中的娇弱宝贝女孩， 变成

妻子、妈妈、儿媳等等各种需要担当责任的

角色，你要好好工作，学会操持家务和各种

孕育教导孩子的技能和耐心， 还有各种人

情世故。而这些要全部做好，你需要长期坚

持的各种学习， 挤出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

学习。

他不再是那个吊儿郎当来去潇洒的轻

狂模样，他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赚钱，

为了给爱妻娇儿更好的生活， 他要变成更

好的自己，这样才配得上女儿眼中那个“无

所不能的爸爸”。

你剃过他的须， 他挠过你背心抓不着

的痒；他陪你拔过疼痛难忍的智齿，你也照

顾过在外应酬醉酒后的他； 你浅眠微梦中

的呓语，他疲累后睡着时有节奏的鼾声；他

的老胃病你的肩胛痛， 你腰侧的痣他臂弯

的胎记，两个人头顶两鬓渐生的白发、眼尾

唇角渐渐漫过的细纹 ......这些小细节小秘

密，除了你和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日子慢慢过下去，自然而然地，你中有

他，他中有你，你们的动作、眼神、情态，甚

至是写字的笔迹都越来越像。 于是大家把

这叫做夫妻相。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每对夫妻都是过命的交情， 这交情这世上

是再找不到第二份的。 婚姻生活中的你我

他，请不要被纷扰的生活蒙蔽了双眼，眼前

那个时时让你有点烦的人， 才是最值得珍

惜的。 夫妻情不易，且行且珍惜。

我们一起走过的十四年

○ 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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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天方夜谭》中“芝

麻开门”的故事。 由“芝麻开门”打

开财富之门,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的成就财富之梦!其实,大冶有色公

司历史上就发生了一个鲜活生动

的新“芝麻开门”的故事。

2007 年 2 月 5 日是“芝麻开

门”的日子。 这一天，经过大冶有

色公司无数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斗,

历时三年，公司的白银产品正式在

伦敦贵金属协会成功注册,进入国

际市场交易,每公斤卖价平均高出

国内近 50 元。 在差额上公司将另

外获得几十万、几百万乃至更多的

收益。 难道这不是一个“芝麻开

门”的故事吗?这是公司干部职工

创造的奇迹。

为了这个奇迹的诞生 ,公司上

上下下多少人日夜鏖战,又有多少

人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啊。 申请白

银注册条件苛刻，只有具备白银年

产量达到一定规模、有国际知名银

行开具的无不良记录的资信证明

等多项条件，才能提出申请。 公司

1985 年 10 月建成白银生产系统，

当时设计能力为 5000 公斤 / 年，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至 2002 年，

公司白银生产能力产生质的飞跃，

达到 100000 公斤 / 年， 质量达到

国际 - 号白银的技术标准。

随着白银生产能力不断扩大

和质量的提高,公司开始谋划白银

走入国际市场。 2004�年 6 月，由公

司主要领导挂帅成立白银伦敦注

册领导小组、 技术小组等工作机

构,正式启动注册工作。 按照伦敦贵金属协会的规定,银

锭注册须经过三道程序： 一是申请初审阶段。 公司质

计、供销、财务、设研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的干部职工忘

我地投入到资料翻译、数据收集等工作。 申请注册的第

二阶段是申请化验能力测试。 这是一项只能胜利不能

失败的考试。 公司与设研公司化验室成立专班，迎接这

场不同寻常的考试。

2006 年 10 月 23 日，伦敦方面寄来 10 个白银样品,

要求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出分析结果, 同时要求误差在

万分之 0.5 以内， 其精确度要求高出国内标准 2 倍,条

件极为苛刻。 应考的战斗在当天下午打响,设研公司参

战人员鏖战五天。 最初的测试并不顺利，几个测试预案

均不奏效，精度始终达不到要求。 时任化验室副主任李

玉琴作为重要骨干之一参与测试， 她与同事们急得夜

不成眠。 5 天转瞬即逝,交不了答卷怎么办?查资料,却找

不到更好的办法;向已申请成功的外单位咨询，别人不

肯告诉真实的方法。 关键时刻,李玉琴等人凭着扎实的

技术功底， 抽丝剥茧般分析检测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终于，她们锁定了问题的症结，大胆采用称重法加等方

法，顺利推进了检测进度。 10 月 27 日上午,她与同事们

终于提前一天完成任务。 完成的当天，几天几夜没合眼

的李玉琴倒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10 月 28 日，收到检测结果的伦敦贵金属协会向公

司发来贺电, 公司的化验分析测试一次性通过了!�设研

公司的干部职工们终于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北风渐起叶渐黄，漫漫柳堤信步徜。

秋尽江南烟色里，瑟瑟芦花立斜阳。

初冬散步磁湖岸

○

冶炼厂 盛兴旺

岁月如歌

幸福时刻 金格公司 占雪刚

职工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