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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心灵鸡汤

新年新语

年年元旦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又到了元旦佳节。 元旦又被称为“开

元”，万象更新开启了新的一年。 五千年华

夏民族，历代皇朝、民间在元旦敲锣打鼓，

祭诸神佛、祭先祖、写福字、写春联、舞龙

灯、集体跳民族舞及众多“社火”。 唐代民间

流传饮椒柏酒，以“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

欢”之句，表达健康长寿、平安万年。 元旦又

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介

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之

说。 一代伟人毛泽东，1930 年 1 月写的《如

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

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上山

下，风展红旗如画。 ”全词清新自然，淋漓酣

畅，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欣赏这首词，

犹如走入一幅美丽壮阔的风景画。 张灯结

彩庆元旦，新年伊始祈平安。 元旦早已成为

全国人民喜庆欢乐的节日。

岁岁平安

平安是喜， 平安是寿康； 平安是全家

福，平安是繁荣富强；平安是展现在妻子娇

艳脸庞上美丽的微笑； 平安是孩子每晚都

有甜美的梦乡；平安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

平安安回家来的那份幸福。 拥抱新时代举

国百姓共享安居乐业， 风雨共担当企业社

区共创和谐平安。 建太平盛世， 社会要平

安；建优秀企业，班组要平安；建文明城市，

市民要平安；建和谐社区，家庭要平安；建

美丽校园，学生要平安，建康宁大道，交通

要平安；建兴隆街市，商铺要平安；建秀美

新农村，乡村要平安；建幸福家园，人人要

平安。

年年如意日，岁岁平安春！ 愿大家日子

顺心多平安，愿有色加快发展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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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卡盐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贴上

了“人一生必去的 55 个地方”之一的标

签， 它的出名得益于它的另一个名称

“天空之镜”。 因盐湖四周空旷、地势平

坦，盐含量极高，整个湖面宛若一面专

为天空梳洗打扮而准备的巨大镜子，被

人们称之为“天空之镜”。

清晨，为了一睹它的芳容，我早早

地来到盐湖边，进了大门后，经过一片

盐雕区域，就是去湖中心的路，在这里

可以乘坐小火车或步行到湖中心，距离

只有 4 公里，为了细细品味这个别具一

格的盐湖，我选择步行去湖中心。 漫步

湖边，镜子一样的湖面上，倒映出高原

上天空艳丽的色彩，水天相连，一望无

际，这比画还美的场景，让我产生了梦

幻般的感觉，感受到了世外桃源般的纯

净与美丽，一种神秘而又尊贵的美。

临近中午， 游人逐渐多了起来，由

于湖水最深的地方还不到膝盖，最浅的

地方也只淹着脚背，此刻，人们比肩接

踵地站在铁轨一公里范围内的湖面上，

那些身着大红色衣裙的美丽女子，挥舞

着红色的丝巾， 展示着婀娜的身姿，与

盐白色的湖面形成鲜明对比。 看到此时

此景，我不由得迅速按下快门，定格住

以大山为背景，蓝天为幕、盐湖为镜的

一张张笑靥如花的靓影。 在茶卡盐湖，

可以拍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如在镜中

一般， 凸显出茶卡盐湖天空之境的精

髓。 此刻的我真想下到湖底，行走在天

空的倒影里，踏在色彩斑斓的云端。

茶卡盐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

条通往湖心的采盐区老铁轨，这里的小

火车是青海盐业前辈们运盐的工具。 上

世纪 70 年代初期建设投入使用， 小火

车轨距仅 60 厘米， 是目前存世极少的

“寸轨” 火车， 所用的部分铁轨是 1904

年由沙皇俄国生产，每列小火车可承载

20-25 节小车斗， 运行时间长达三十多

年，为茶卡盐湖的运输和青海盐业的发

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组并行的铁轨，

一直延伸到盐湖最深处的采盐区，这是

青海盐业发展历史的见证，是历史镜头

的再现。 小火车和运盐铁轨勾勒出茶卡

盐湖沧桑的采盐历史和地标性地理景

观。 见到这些老铁轨，让人仿佛回到了

三四十年前盐工们在盐湖战天斗地艰

辛的劳作场面，感受青海盐业老一辈人

数十年的汗水融入到盐湖博大的胸怀。

到了 21 世纪，伴随着船采、船运工艺的

投入使用， 小火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退出了盐湖工业，留下来的铁轨贯

穿于茶卡盐湖，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段曾用于盐业生产的铁轨，如今的落

寞掩饰不了它曾经的繁忙与辉煌。 在天

高云淡的日子里，碧蓝的湖水衬托着锈

迹斑斑的铁轨，在摄影师的眼里却是另

一道美丽的风景。 呈现在眼前这片至真

至纯的天空之镜里，空旷的盐湖，直直

的铁轨，歪歪倒倒的废弃电线杆，都在

静静地讲述历史的沧桑。

到了傍晚，沉醉的夕阳，给茶卡盐

湖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 寂静的湖水，

述说着茶卡盐湖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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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白班接班后，冶炼厂熔炼车间电炉

班长徐德伍就没在休息室里， 他围着炉台各个岗

位一遍遍地转着， 明天他就将去往我们公司的海

外项目所在地———非洲刚果（金），预计工作一年。

马上就要离开这工作了

10

多年的炉台，这里工作

不用担心，大批成熟的年轻人会顶上去，但是有一

份难舍的情怀；虽是去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但前

期已经有工友在那安营扎寨， 也无需担心那边的

生活。 家里，妻子已退休在家，老徐最最放心不下

的是儿子徐坤平。

9

月份，

23

岁的徐坤平循着父亲的足迹，来到

了冶炼厂熔炼车间澳炉堰口岗位。 这里是冶炼厂

最艰苦的岗位，徐坤平三个月下来没叫过苦，想到

这徐德伍不禁满足地笑了。 堰口岗位就在电炉主

控室上面 ，五点左右 ，徐德伍来到了堰口 ，远远地

看着小徐正在和师傅王峰一起清理堰口溜槽，“劳

保穿戴倒还齐全，该出力的时候也没偷懒，看来平

时没白给他上课。 ”他站着看了会没出声，转身来

到了堰口休息室。

不一会 ， 小徐做完事和师傅先后推门进来 ，

“爸！”“儿子，老爸明天就要走了，在家要听妈妈的

话，上班要听师傅的话，多注意安全！”徐德伍尽量

用轻松的语气对小徐说， 但眼里仍有着满满的不

舍，小徐重重地点点头。话毕又转向师傅王峰，“年

轻人有的是力气，你就放心大胆的多使唤，现在多

锻炼，以后才能独当一面啊！ ”王峰是澳炉堰口组

长 ，也是澳炉资深 “老人 ”了 。 “你这 ‘虎父无犬

子’，小伙子不错，相信一年之后你回来时，他已经

能独当一面，成为一名成熟的澳炉操作工了！ ”王

峰要求颇高，今天能这样表扬小徐，可不是为了宽

徐德伍的心，是因为小徐做事踏实，勤奋好学。 当

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徐德伍教育得好， 自从上班以

来，父亲就没少给他上课：现如今能在有色扎根要

懂得感恩 ，趁着年轻要多学习 ，多请教 ，技多不压

身。只有你们这批最年轻的工人成熟了，炉台上才

会有希望，有色的明天才会更加辉煌！

徐德伍在炉台工作了十几年， 当班长也近十

年 ，因工作出色 ，多次被评为厂先进 ，并于前年被

评为公司劳模。去年妻子已退休回家，儿子自有色

技校毕业后 ，一直在外打工 ，没个稳定工作 ，一直

是徐德伍的心病。 适逢有色深化改革，公司

40

万

吨项目发展需要， 招聘了一批青工输送到冶炼厂

一线岗位，优先考虑职工子女，徐坤平抓住这个机

会来到炉台上。 本想着和父亲在一个岗位，能有个

照应。 哪承想不到

3

个月，公司就急需一批成熟的

炉台操作工去海外项目工作。 车间经过精挑细选，

徐德伍位列其中。 一直在炉台工作的徐德伍，有机

会去公司的海外项目， 自己可以多学习还能为公

司 “走出去 ”战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是一种光

荣更是一份责任。

下班后，父子俩并肩走下炉台，“坤平，你看你

老爸人到中年，还有机会出国学习，你还年轻好好

干，随着咱大冶有色的飞速发展，你们年轻人的机

会肯定更多！ ”徐德伍望向儿子，徐坤平将手臂搭

在父亲肩上，亲昵地说道：“知道了，有你这样的爹

我哪敢懈怠？ ”父子俩一路相谈甚欢，身后澳炉内

熊熊的炉火正在激情燃烧， 正如我们有色人的精

神，正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有色情怀

○冶炼厂 李霞

炉台上的父子兵

流逝的光阴将岁末的帷幕

轻轻放下，2019 年踏着轻快的脚

步就要离我们而去，2020 年的钟

声即将敲响。

马上就是元旦了， 辞旧迎

新，应该开开心心才对。 然而，我

的心情却不甚明朗，时光如白驹

过隙，而我却未能好好珍惜。

早几天，就接到作协主席打

来的电话， 要求本周六上午，也

就是今天上午去黄石图书馆听

课，黄石籍著名作家塞壬来黄石

文化论坛开讲。黄石文化论坛是

黄石市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的大

型公益性文化活动，分春夏秋冬

四季。 从 2008 年 3 月份开始，每

个季度的月末便会邀请一名全

国著名作家来黄石给广大作家

和文学爱好者讲课。很多全国著

名作家都来过， 先后有刘醒龙、

毕飞宇、 阎连科等名家莅临，就

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

也于去年来此开讲。黄石文化论

坛的开讲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成绩斐然，惠及黄石文坛。

塞壬，原名黄红艳，黄棉职

工，多年前见过几次，只因后来

她去广东发展就没再联系，算是

老朋友。 按理说，老朋友荣归故

里回家乡讲课应该义不容辞去

捧场的。还有作为省作协会员且

又是市作协主席亲自打电话相

邀，更应该欣然前往的，但我却

没有去。 不是没有时间，而是觉

得汗颜。 塞壬走出黄石十年间，

捷报频传，先后两度斩获《人民

文学》散文奖，第七届华语传媒

文学大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和

第十一届广东鲁迅文艺奖等众

多文学奖项。本人爬格子二十多

年，也曾出过几本书，但反响平

平，如沧海一粟波澜不惊。 看到

曾经的朋友取得如此骄人的成

绩， 而我却还站在原地不动，有

何面目去与故人相见？

昨天朋友约我今天去鱼池

钓鱼，说这几天天气好鱼肯定好

钓。 且已进入冬至，正好钓鱼回

来可腌制做腊鱼。 钓鱼，除了写

作之外这是我平时最爱的活动，

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年

都结束了， 自己却一事无成，哪

还有心情去钓鱼。

书房里，我关上门，默默清

理书柜及地板上放得乱七八糟

的书籍，整理书桌上横七竖八的

文稿，处理笔记本里毫无价值的

文档，盘点这一年来与写作有关

的点点滴滴。 手机滴滴一直在

响， 微信里传来一条条消息，那

是作协群里今天发来文化论坛

的动态。 我翻开信息，逐条逐条

地认真阅读。 人虽说没到论坛现

场，心却与之相连，能够强烈地

感受到那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有

如身临其境。

打开笔记本，找出去年这个

时候写的读写计划逐条对照。 一

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计划的五

条只有两条完成，其他的均没有

达到计划要求， 写作断断续续，

终未有一部好的作品。 岁月蹉

跎，匆匆一年，美好的理想终究

在我的惰性面前不堪一击。

论坛的开讲如春天的号角

似冬日的暖阳，催人奋进暖遍身

心，唤醒内心沉睡的斗志。 整理

心情重新出发，挥手作别昨日的

喧嚣，不忘初心，用激情点燃新

年新的希望，迎着朝霞走向新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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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时间不听我的话，它在悄悄制造一个

分岔，你正在出发，而我，只能马不停蹄地爱你，

马不停蹄地收集你的爱，趁你，还在我怀里。

今天你快满三岁了，从妈妈怀胎十月到你

呱呱落地这段时间，回忆起你出生后到现在每

一天的点点滴滴，我不禁莞尔而笑。

还记得你不到一个月就会自己翻身，不到

三个月就会昂起小脑袋。 妈妈在有你以前不知

道人会抬头这事也会让人喜悦，会翻身这事也

会让人觉得振奋，恨不得每一件事情都要发个

朋友圈“晒娃”。

还记得你为了学走路， 跌倒了一次又一

次，每次跌倒后都会皱起稚嫩的眉头，可再过一

秒却依然可以憨笑着奔迈开脚步。

还记得下雨天，你会缩在爸爸怀里，学着

大人的样子，用小小的手撑起一把足够遮挡自

己的伞，撑起头顶的一片天。

还记得在海边，爸爸妈妈刚准备乘坐刺激

的帆船，你却板起脸像个小大人似的对我们训

话：“你们不要去，很危险不知道吗？ ”

还记得沙滩上， 你把太阳镜当成小镜子，

各种挤眉弄眼，古灵精怪的样子真是惹人宠爱。

还记得在家里，为了找玩具鸭，你趴在冰

凉的大理石地面上，着了凉，发了烧，可你依然

晃着已然贴上退烧贴的小脑袋兴奋不已。

还有你极为袒护姥姥，年纪小小就知道帮

姥姥说话，就连妈妈和姥姥说话声音大一点都

要“斥责”妈妈。

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常看电视里的有关未成年孩子的报道，看

到那些有不良嗜好或者看到那些经不起挫折就

自残的孩子，妈妈心里都会抖三抖。 这时，妈妈

会希望你长得慢些再慢些，妈妈害怕，害怕你一

旦长大也会开始忧郁，害怕你也会撒谎，害怕你

也会叛逆……

但是你终归还是会长大。

为了你能变得更好，我开始学做一个优秀

的妈妈，加入育儿“大军”，用知识来充实自己。

希望你将来长大了，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妈妈

有能力帮助你平稳地度过。 妈妈没有富足的经

济条件，但妈妈一定会努力创造条件，把你培养

成智商和情商双丰收的可爱女孩。 当然，这一

切都要以你是一个会感恩、够坚强、常乐观的人

为前提。

妈妈希望你会感恩。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

这样的一段话“人要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感激斥

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智慧；感激绊倒你

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遗弃你的

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该自立； 感激欺骗你的

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伤害了你的

人，因为他磨炼了你的心志；感激……”这段话

使妈妈感触至深，受益匪浅。而当你知道感恩他

人的同时， 你也懂得了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问题， 这样你自然而然可以避免因“嫉妒”“埋

怨”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妈妈希望你够坚强。 写到这里，妈妈有些

自惭形秽，因为妈妈还不够坚强。你千万不要像

妈妈一样，不仅没胆量攀高，遇到挫折还总会想

哭， 但妈妈哭完还是会寻找解决办法。 你要知

道，有时哭出来，并不是软弱，而是让自己内心

的情绪得到释放， 但是哭完要擦干眼泪继续前

行。 所以想哭的时候不要忍着。 慢慢地你会发

现，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你遇到的所有问题，除

了勇敢坚强地面对， 努力往前走， 没有别的办

法。 你要敢于面对这个世界丢给你的各种“困

难”。 当你足够坚强，你会发现什么都伤害不了

你，世界也是属于你的。

妈妈希望你乐观。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

太差。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怨自艾， 怨天尤

人。如果你有时间去纠结“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这

么倒霉！”“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为什么……”这

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 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如何

提升自己， 让自己有能力使这些疑问不出现在

自己身上，岂不是更好？ 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

都希望你能扬起笑脸，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

未来。

妈妈希望你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好奇。

从“为什么嫦娥四号卫星可以成功发射”到“为

什么我会有眼睛、鼻子、嘴巴......”这些好奇心就

是求知欲良好的开端。知识改变命运。与先天智

商相比，后天学习更重要。人生是一场不能倒退

的现场直播， 所以妈妈希望你能懂得学习的快

乐，享受这种快乐，千万不要有“白了少年头，空

悲切”的惆怅。

妈妈还希望你能有梦想， 敢于追逐梦想。

你的人生有太多的可能， 但是你必须要有与之

匹配的能力，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才能自由翱翔..

....

妈妈对你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妈妈希望你

能成为最完美的人。当然妈妈也要努力，不断完

善自己，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你，希望妈妈

能成为你的第一个榜样。

宝贝，愿你慢慢长大。

愿你慢慢长大

○ 矿业分公司 方园

亲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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