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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说到花的高洁， 人们自古以来

赋予了“菊傲霜来梅傲雪，百花凋

谢它才开”的佳句。 谈到石的晶莹，

无论是“花能解语还多事，石不能

言最可人”的美誉，还是“睡起相蓬

看奇石，一方新绿入船来”的赞赏，

都为一块小小的石头，注入了神秘

的灵气。

天地一洪炉，举世无双名。 在

大冶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种花

叫铜草花， 有一种石叫孔雀石，她

们不是一般的花， 更不是一般的

石，她们是历史的见证，是青铜的

化身，是财富的信使。

“铜绿山山顶高平，巨石对峙，

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

缀土石之上，故名。 绵延数嶂，土色

紫赤，或云古出铜之所。 ”清修《大

冶县志》这寥寥数字的记载，揭开

了大冶铜绿山神秘的面纱，也把我

们带进了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云梦泽中

有一位神仙，生有 6 个孩子，个个

生性顽皮。 有一天，他们在漫天大

雾的太空中嬉戏打闹， 追逐穿越，

被突然闪现在雾气中的金、银、铜、

铁、锡 5 个宝球吸引了，他们立即

加入了这场玩耍争夺中，玩的不亦

乐乎，5 个宝球不慎坠落，变作了五

座宝山。 老大金山，老二银山，老三

铜山，老四铁山，老五锡山，古人将

她们称之为五姐妹。 老三铜山住在

铜绿山北部，那里生长着满山遍野

的铜草花，绽放出一团团璀璨的云

霞，散发着青铜的缕缕芬芳。

有山就有石，铜绿山的石不是

一般的石， 是晶莹润泽的孔雀石，

它是绿衣仙女的化身。 在大冶，相

传很久以前，瑶池仙宫里一位美丽

的绿衣仙女，爱上了凡间英俊洒脱

的炼铸工匠。 她经常变成一只孔

雀，翩翩飞往凡间与工匠幽会。 不

幸被玉皇大帝得知， 龙颜大怒，令

她永世不得踏出仙宫半步，否则打

入地狱。 为了这份真挚的爱情，绿

衣仙女没有妥协，玉帝一怒之下将

她打入地狱化作顽石。 同样痴情的

工匠难过地一边大哭， 一边拼命

挖，挖得双手鲜血直流，终于挖到

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绿色宝石，它就

是绿衣仙女的化身。 工匠把她捧在

手上，亲了又亲，白天挂在身上，晚

上放在枕边， 与她一直相守到老。

为了纪念这位绿衣仙女，当地先民

把这种绿色的石头称为孔雀石，也

赋予了她“妻子幸福”的寓意。

山的灵气，石的坚贞，孕育了

美丽的铜草花。 相传远古时期，一

个万里无云的清晨，从天外飞来一

群金、银、铜的三色鸟，它们盘旋在

龙角山和象鼻山的上空，时而冲入

高空， 时而飞近鸡冠嘴和金湖上

面。 后来，在其中一只金色大鸟的

带领下，纷纷降落在山间，瞬间不

见了。 说来也奇，以后每到深秋，大

冶湖畔就会盛开满山遍野的铜草

花，它们似乎是向人们昭示，这里

是一个聚宝盆。

铜草花是一种喜风霜耐寒冷的

植物， 它在深秋初冬的季节里绽

放，一簇簇，紫红相间，一缕缕，阵

阵飘香。 由于外形酷似牙刷，所以

又叫“牙刷草”，它生长在含有铜元

素的土壤里， 是一种铜矿指示植

物，被人们誉为铜

的信使。 从古至今

流传着许多关于

铜草花的民谣和

谚语，“铜草多，铜

铁窠”“山上盛开

铜草花，山下铜矿

叫呱呱 ”“铜草山

上挤 ， 矿藏都在

里”。 正是有了铜

草花，我们的祖先

发现了铜，使人类

由石器时代跨入

了青铜时代，驱动

了人类文明的进

程。

三 色 鸟 下 的

铜草花， 美丽、执

着、坚毅、忠诚，它

见证了先民寻找

铜的孑孑身影，目

睹了祖先炼铜的

熊熊炉火，亲历了

鄂楚王在此筑炉

炼铜的壮观，也迎

来了“剥龙鳞锻刀

铸剑，抗金兵御敌

于外”的民族英雄岳飞，成就了一段

“千古佳话”。 也引来了一代开国领

袖的浓浓牵挂。

新中国成立初期， 神州大地百

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中，把炯炯

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矿冶之城，

发出了“骑着毛驴也要去看一看”的

心声。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他的脚

步再次踏上了三楚大地， 他右手紧

握一块铁矿石，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留下了永恒的怀念。

伟人之行掀开了“开发矿业”的

高潮， 预示着一个石破天惊的奇迹

即将震惊全世界。 1973 年，随着一

阵阵震天的炮响，土石飞扬，历史露

出了神奇的一面：石破处，一条条纵

横交错、 沉睡地下的古代井巷展现

在人们眼前， 一个个整木雕凿的木

铲、木桶、木斗，一件件残存的竹筐、

竹篓静静地躺在五彩斑驳的矿石

里。破土而出的“中华第一铜斧”，以

16.3 公斤的雷霆万钧之势， 凿出了

人类三千年的青铜之光， 定格为永

恒的民族瑰宝，让世界为之折服。这

一刻，铜都大地沸腾了，铜绿山矿古

矿冶遗址的发现， 向全世界宣告了

谁才是青铜文化的先驱。

穿越三千年，炉火经久不息。 传

说依然美丽动人， 孔雀石依然色泽

炫目，铜草花依然馨香馥郁，青铜文

化依然升腾着生命的烈焰， 燃烧着

新时代锤炼与开拓的激情。

千百年来，铜草花开了又谢，枯

了又荣，短暂的花期，注定它只能昙

花一现。 然而，铜草花开的时节，正

是收获的季节，它是成功的预言者，

它是胜利的吉祥花， 它用独有的美

丽注入铜斧的力量， 它用多情的身

姿舞出真诚的祝福， 丰盈着每一个

收获的季节， 以顽强的生命坚守在

十里铜乡，如孔雀石翠绿的光泽，高

雅得独一无二。

默默地坚守，忠诚地守望，多情

地陪伴，铜草花开或不开的日子，历

史的轮回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 她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捍卫着这块

多情的土地，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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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成为怎样的人？ 因素有很多，你的家庭，

受教育的程度，还有你的经历，你遇到的人对你的

影响。现在的我已近不惑之年，从事政工工作已经

十年有余，每每回想这十余年，在我困惑、迟疑、烦

躁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三位书记，他们是我的

老领导，也是我工作上的领路人。曾经的“碎碎念”

让我何其烦躁， 可是如今想来却是解决工作难题

的最佳方法。 他们现在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到了别

的单位，但他们的话还言犹在耳，能让我沉下心来

抛开杂念踏实工作，守好自己最初的信念。

记得刚从火车司机转岗来到车间机关担任组

织干事和团支部书记那年， 遇到的第一个书记是

一名退伍军人。 做事干练，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其

实是个内心极细腻的人。记得有一次，我的工作和

工会干事有些重叠， 正当我们俩各自推诿这事不

归自己干时 ，还没等我解释完 ，他就正色厉声道 ：

“说什么说，就你干了！ ”看着工会干事满脸得意，

我更是愤懑不平。 我那满腹的委屈堵在胸口难受

极了。 书记一句安慰的话没有， 只冷冷地说了一

句：“自己回办公室去好好想想。 ”

等到中午，他慢悠悠地端着饭盒来到我面前，

微笑着说：“我刚刚说的话你想通没？”我的情绪还

没平复，没好脸地回答道：“我想不通，那工作又没

规定清楚到底该谁做，凭什么就我挨批评。”“我刚

刚也是冲动了点 ，语气重了些 ，你不要往心里去 。

但是工作应该不分你的我的， 你刚转到了管理岗

位，很多工作你以前都没接触过，多做些工作不是

能早日熟悉各项工作早日成为工作上的多面手

吗？ 你这么年轻，多干就是多学嘛，你的路还长着

呢，要是在工作中都这么斤斤计较，谁还愿意把工

作经验教给你啊？ ”书记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

又好似一记热辣辣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 我不记

得自己是如何回答书记的， 只知道自己红着脸吃

完了那顿饭。 从那以后， 不管任何工作交到我手

里，我都不讲条件坚决完成。有时还会主动向领导

请缨 ，完成一些在别人眼里看来比较 “麻烦 ”的工

作。 回想起来，养成这个习惯我的第一位书记“功

不可没”，现在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当聊到这件事，

他还颇有几分成就感的要我感谢他， 我总是打趣

道多谢你当年的那一番训斥啊。

第二位对我影响颇大的书记， 是在干团青工

作时遇到的。 他的个子不高， 是一个敦厚实在的

人，比起第一位书记，脾气温和多了。 刚到我们单

位的时候，工人违反劳动纪律或违章被处罚，看到

他总会抱怨几句 ，他总是呵呵一笑 ，丝毫不生气 。

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忍的住，他总是说：“算了，大家

都不容易 ，说我两句出了气 ，顺心了 ，工作的时候

没有情绪才能安全啊。 ”

他第一次组织党员劳动，清理一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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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没有清理的水沟。 这条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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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长，常年没有

清理早已堵塞，而且与厕所排水口相连，气味颇有

些难闻。平时大家路过都要捂着鼻子一路小跑。他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组织党员带头干。 那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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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党员站在沟边无从下手 ，正值夏季 ，浓郁

的味道熏的眼泪都止不住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

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扑通一声，书记径

直地跳到水沟里， 一锹一锹地把污泥铲进说沟边

的箢箕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书记跳进水

沟，大家都纷纷效仿，努力地干起活来。 经过一上

午的奋战，水沟终于通了，异味也没了。那天以后，

再没有职工对他抱怨， 谈到他时言语里透出的是

一份敬意和信任。

第三位书记是一位老政工， 他平时说话风趣

幽默，表达能力强，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让人仿佛

身临其境。 所以每次他讲党课，大家最爱听。 在工

作上他是个非常细致的人， 所以我对他是又敬又

怕。 记得第一次拿着车间的党员活动发票找他签

字报销，发票因折叠的痕迹显得有些陈旧了，我把

发票递到他面前时，他仔细地看了半天才签了字。

递回发票时半是提醒半是玩笑地说道：“发票都折

得这么旧了， 不会是虚报了故意折得这么旧让我

看不清数字吧？ ”我当时紧张得回道：“没有没有，

是我工作的疏忽，下次一定注意。 ”然后他给我讲

了一个交党费的故事，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 当兵

时，每个月要交党费，班长要求必须都统一换成一

枚枚硬币 ，用纸卷好再上交连里 ，这样一人一卷 ，

既好统计上交党费的人数也方便清点党费的数

目。 而且连里每个人一卷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

整体。讲完故事，书记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些虽

然都是小事，但是体现出一个人在工作中的态度。

你看你的发票折得这么旧， 数字都模糊了是不是

会给经手报销的会计带来麻烦啊？ 细节处理起来

可能会麻烦点， 但处理好了会给自己甚至是别人

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自己也会有成就感嘛！ 大家

在一起工作就是一个团队， 所以工作时不光是简

单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

们这个团队的合作才会越来越好， 大家也才会越

来越融洽嘛！ ”简单的小故事却蕴含着大道路，试

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组织里的那一枚硬币， 大小

一样，厚薄一样，思想一样，大家同频共振，各司其

职，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这就是我遇到的三位书记的故事 。 很多人觉

得书记这个岗位不出成绩，不能体现个人价值，更

无法发挥个人的才干。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越来越

快的生活节奏容易让人浮躁， 巴不得什么事都能

速成的年代，书记这样的工作才尤为重要。 他们有

强烈的信念 ，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 ，严格自律 ，能

给党员指引正确的方向， 帮助职工解除思想的困

惑，用他们自身的精神去感染人鼓舞人凝聚人，发

挥出每个人最大的潜力，成就别人，这就是书记最

大的价值所在。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书记 ， 但我想成为像书

记那样的人。

人生故事

○矿业分公司 远山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宽巷子、窄巷子……，冬日的暖阳轻抚，穿

梭于成都市的宽窄巷子等地，是每一位访客最

惬意的事，感受时尚与古韵交织的同时，也深

深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城市的内涵在于个性，在于文化。 在城市

建设大潮中，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千

篇一律，城市面貌快速趋于一致，失去了个性

和独特的文化。 成都刻意留下的怀旧缩影，让

我们看到了传统而又特别的东西，看到了历史

的映射，看到了汉文化的魅力。在成都，宽窄巷

子、锦里、杜甫草堂等地聚集了成都最有代表

性的传统文化，尤以宽窄巷子最著名。

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

巴蜀文化在这里焕发出新生命。宽窄巷子是成

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与大慈

寺、 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街

区。宽巷子与窄巷子是成都这个古老又年轻的

城市往昔的缩影，一个记忆深处的符号。 当人

们伴着夕阳， 走在

黄昏中的巷子里 ，

一种久违的老城区

市民化生活的场景

一一浮现在眼前。

巷子里，店铺的

搭配与设计流淌出

古风汉韵，散发出传统文化的风骨。 店铺陈设

无一店重复，店名无不有韵味、雅致，有内涵、

有讲究，“凤楼高梧”“玉合楼” ……从这些店

名中看不到商家“在商言商”的功利，更多的

是文人的温文尔雅。

说到喝茶，离不开茶点，“三大炮”是不得

不说的特色茶点小吃，这是一种表演化售卖的

美食。“三大炮”是糯米制作的一种类似糍粑的

食品，在旧时“赶花会”时才有售卖。 因每份只

有三小团“糍粑”，而且是先在热锅盆中抓出一

大块糍粑分为三小团后， 用力摔向案板中央，

由于案板另一边放有钢碟，因击打案板震动时

发出金属响声，只听见“砰、砰、砰”三声，三团

糍粑早已飞向对面斜靠的横板上，滚入下面装

满芝麻粉、黄豆粉的竹簸中。 此时糍粑已自然

地裹上了一层豆粉，另一人将三团糍粑捡入盘

中，再浇上浓甜汁，送于食客手中。 有香甜可

口、不腻不粘的特点，“三大炮”得名于此。 这

种以前只有在“赶花会”才能见得到的“表演”

场面，很快被大众所接受，生意自然红火。

除了吃的用的，巷子里还有戏院，曲目多

以三国为主题，传播着中国文化的智慧与博大

精深。 品茗、聊天，不经意地听着三国故事，感

受文化的熏陶、时光的停驻，半天就这么逍逍

遥遥度过，工作、生活中的烦恼不知不觉间抛

至九霄云外。

有趣的是，作为现代城市的一角，这里并

非全是古风。 也有现代产品，有咖啡，有西点，

还有的店以名著命名，比如“白夜”。 无论经营

什么，店铺都布置的古香古色，现代与传统，有

机结合。巷子里满是“慢生活”的影子。同时，展

示了老成都的院落文化，这些院落大多被颇有

格调的酒吧、餐厅占据，成为特色文化主题的

精致生活品位区。

从清朝时期满城的八旗子弟提笼架鸟、莳

花弄草，到民国时期达官贵人觥筹交错、大宴

宾朋，再到现如今文人游客一杯清茶、一把竹

椅品味生活，宽窄巷子已经成为典型成都生活

的写照。 来这里品味成都的“慢生活”，同时也

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颇有收获，让人回

味无穷。

在成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 公司总部 张国平

人在旅途

秋染采场 公司总部 虚竹

职工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