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管训一班

网络主题党日活动中

你举起右手

朗读心中的誓言

滚滚心潮汹涌澎湃

誓言里的一字一句

神圣而豪迈

你从沸腾的矿山走来

你从火热的炉台走来

你从激烈的职场走来

从中色大冶的四面八方走来

汇聚在管训班这个大家庭

集结在这面庄严的旗帜下

在只争朝夕的“学习战场”

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

在热火朝天的“生产战场”

不变的

是你的家国情怀

不变的

是你的誓言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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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铜都诗抄

一年一度，大地人间

披新绿；莫负花期，柳暖

花春落九天。

转眼间，又到了人间

繁花四月天！ 说是四月，

其实从三月开始，各色花

草就陆续开花了。 腊梅刺

桐迎春花，桃花李花又杏

花； 郁李麦李风信子，红

掌结香油菜花；樱花梨花

勿忘草， 牡丹玉兰杜鹃

花， 丁香木香郁金香；白

晶海棠和槐花。 迎春花的

开放代表着春天的来临，

开花时端庄秀丽，十分美

观。 风信子早春新芽出

土，未开花时形如大蒜。玉兰花白

色到淡紫红色， 盛开时， 大朵芳

香。这一朵朵美丽的花，形成一幅

春日美景画卷， 将吸引游客驻足

观赏。 趁着四月春光好，上山游览空气好；春暖花开

风景美，登高远望心情好。

美丽祖国，姹紫嫣红春光美；花枝招展，满眼含

春艳阳天。

说到花草，真是数不胜数，说到游玩景点，那更

是不胜枚举。先说一个省外的，洛阳观赏牡丹花。牡

丹花品种繁多，花色泽艳丽，富丽堂皇，素有“花中

之王”“国色天香”美誉。 宋司马光一诗赞美牡丹《洛

阳看花》：“洛阳春日最繁华， 红绿荫中十万家。 谁

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 ”在清代末年，牡

丹就被当作中国的国花。

再来欣赏省内的花，大别山周边黄冈、英山、罗

田、麻城的杜鹃花，我们常称映山红。 春天里，漫山

遍野开满映山红，空气中弥漫着山花绿叶的淡淡芳

香，一树树花宛如少女，在春天的舞台浓妆艳裹，让

人心旷神怡；显得格外夺目耀眼；举目四望，无比震

撼，花开成海，蔚为壮观。

来看周边的。 大冶保安镇沼山的桃花，魅力保

安等您来，千朵万朵桃花开。 保安桃花，有白、粉红、

红色；有的几乎是全白的，像是玉雕而成;有的是粉

白色的花瓣上有红色小圆点，就像一粒粒仙丹盛在

玉盘里;与湛蓝天空相映衬，组成一幅大自然所创造

的风景画。 阳新仙岛湖植被优良，物种群集，栀子花

栽满浪漫岛。 清晨，红日破雾，霞光万丈，与湖水的

粼粼波光交相辉映；入暮，日落西山，红霞漫天，甚

是悦目；且湖岸岩洞成群，洞内成溪。 三楚第一东方

山，山中有二千余种木本和草本植物，其中山上弘

化禅寺有开山祖师智印手植的一株千年银杏，寿命

长达 1200余年之久，高 30余米，树径近 2米。 石山

披绿装，岩壁槐花开。 铁山万亩槐花林，白红黄紫，

一团团、一簇簇，洋溢着一种纯真的韵味。 万亩槐树

琼花绽放，蜂飞蝶舞，槐香四溢，令人陶醉。 废渣石

头上种树，见缝种花，让林海季季有花看，世界惊

叹。 黄石园博园有湖北海棠、巴东木莲、宜昌荚

蒾

、

鄂西绣线菊、房县槭植物 300 余种；“阿夫可”“世界

之爱”“法国之光”“狂人诗”等进口的 50多个品种的

郁金香 100 万株； 红黄紫橙粉的甚至双色花骨朵，

显得那么矜持而脱俗，令人百看而不厌；和绿树草

丛相映成趣，宛如一个童话世界。 以团城山公园为

主体的樱花带、逸趣园、磁湖北岸竹林茶语、人民广

场西南角、 桂林北路街头游园、 青山湖一号湖广

场、 黄荆山森林公园等黄石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美丽樱花。 下陆区生态新区江洋水库旁，白色、玫

红、胭脂红三色芝樱花，落英缤纷，竞相绽放。 最后

再来看我们身边的社区， 新下陆铜花小区在社区

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的同心打造下，

亲手种植了樱花、梅花、紫薇、海棠、栀子花。 樱花

如雪，比雪还要美，樱花似云，比云还要纯洁；梅花

冰清玉洁,香而不腻，她坚强的意志与顽强的生命

力,令人称赞；紫薇花有一种丝丝惆怅、淡淡的忧

伤， 复杂的情绪交织为紫薇花又添了一抹独特的

风采；“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 ”嫣然

一笑竹篱间； 栀子花宛如一位位亭亭玉立的美少

女，呼吸着清香，享受着月光清凉的抚摸，这一切

显得那么宁静与安详。

新冠病毒，寒枯害春终不然；百姓携手，员工同

心人胜天。

恰值贵庚子鼠年，爆发冠毒新肺炎。 注意卫生

戴口罩，群防群治保安全。 共克时艰不添乱，打赢防

控阻击战。 有色加油迎胜利，雨过天晴大团圆！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已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撤除管控

卡口，有序恢复铁路、民航、水运、公路、城市公交运

行。武汉回来了，公司复工复产了！我们正沐浴庚子

鼠年的春晖，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企图感染我们健康

的肺；向抗击疫情战斗中的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和

职工、医务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致敬！ 我们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在公司的领导下，守土有责、群防群

控，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扫去

了多日的阴霾，迎来了雨过天晴、空气清新、前程似

锦、繁花扮春的四月天。

岁月如歌

笔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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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清明节， 只要时间和工作

许可，我总要自己单独或者携家人回家

走走，除了祭祀先人，也忘不了老家的

一草一木，尽管老家熟悉而又陌生。

老家， 依然熟悉的是滋润我长大的

那山那水。 老家的小山村静卧在长江的

东边，处在前有水后有靠山的风水宝地

的特殊丘陵地理位置。 昔日横在村前的

一条泥巴公路已被宽阔的水泥公路所

替代，以前光秃的“n”字形群山如今满

眼醉绿，树木茂盛，如众星捧月般将错

落有致的村庄环抱在怀中，如慈爱的母

亲呵护着襁褓中的婴儿，得天独厚。 尤

其是村庄后的一座山，老家人都称之为

后山， 以前只有零星稀松矮小的

權

木，

如今被一片片挺拔的翠竹“虎踞”，被一

排排俊秀的果木“龙盘”。 山脊中一条宽

不过一米的自然山道如“楚河汉界”将

这座山与邻村一分为二的“疆土割据”。

记忆里后山是儿时玩伴“三军将士冲锋

陷阵”的“沙场”，也是与邻村“敌军”对

垒的“前沿阵地”。 站在山顶透过林隙极

目远眺，极远处的城市“水泥森林”，稍

近处飘带似的长江，还有沿江的平原上

的村落、树木、庄稼尽收眼底，养眼悦

心。 儿时一帮“难兄难弟”曾许多次聚集

在山顶，虽然不能感受“大漠孤烟直”的

苍寂，却能亲自欣赏夕阳西下，如火太

阳慢慢消失在长江极目尽头的壮观美

色，体会“长河落日圆”的磅礴气势，直

到暮色愈沉， 明月初显才满身尘土，依

依不舍地下山， 然后怯生生地溜进家

门。 当然，有时候为生活生计劳累一天

的大人恼了，会为“泥猴子”们“犒赏”一

顿“瘦肉炒竹笋”以示记训，只是一夜酣

梦之后所有不愉快忘到九霄云外，我行

我素的童年快乐才是“王道”，便又有了

“老子天下第一，大风起兮云飞扬”……

老家， 依然熟悉的是纯朴江北人的

热情好客，路过家门口被诚意邀请进屋

喝茶，当然老家的喝茶有时不单纯是喝

茶水，还包括进家里热情款待，喝酒吃

饭， 虽然是客套但绝对不是假心假意。

所以每次回家总是被暖意浓浓的乡音

招呼问候所包围，所感动，老家还是记

得我，尽管时光划过三十载。 所以每次

回家，尽管自己不抽烟，口袋里也要装

上几包不好不坏的香烟，然后笨拙地分

给老家年老的，年轻的，认识的，不认识

的，还有几位婶婶断是不能掉以轻心忽

视，一定要给的。 在记忆里江北乡村年

纪大的妇女大多是抽烟的，而且烟瘾据

说不小。 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特有的文化

现象存在，随着这一群体在岁月长河中

自然减少，这种文化现象也将消失在山

村记忆中， 模糊在清明的纸钱蝶舞里。

此次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以前正月里就

出门南上北下打工的儿时玩伴，受疫情

影响还没有出门，见面自然多了儿时趣

闻轶事，还有彼此日渐苍老在曾经俊美

面庞上的岁月剥痕的感叹。

今年的清明节是铭心的。 它是疫情

后人们陆续走出户外的一次小长假，对

于我来讲记忆更深刻，亲舅爷于清明节

前故去， 所以提前一天请假回到老家，

在送别舅爷和祭祀先人后，原计划在老

家多待一天拜访一下几位老师同学，却

因工作准备和疫情非常时期只得作罢。

临行前的下午我依旧带上相机，缓步行

走在山村的不太熟悉的小道上，去努力

捕捉凝固家乡的过去，记录定格家乡的

发展……

山村前的一条长不过两米石板桥依

然横卧在小溪上方，静止了思想，留住

了时光。 清澈见底的溪水依旧不知疲倦

的轻快的滑过水草，流过一个又一个小

坑。 这里也许不再有抓小鱼捉泥鳅小手

的惊扰，也许不再有玩泥巴斗地主萌声

的喧嚣，却有快乐的欢歌漂向小溪的下

游！

其实，长年在外的我，或者我们，老

家熟悉的记事越来越少，陌生的物事越

来越多，因为，老家在变得愈加靓丽，青

春焕发……

依然乡风情

○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胡少俊

点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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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疫情阴霾渐渐消散，复

工复产的脚步越走越快，越走越扎实。 春色正浓，东

风渐进，我们的企业，也开始全力奔跑，迈出了高质

量发展的步伐。 虽身在管训班，但我的心也随着企业

发展的脉搏而跳动。

我们管训班的同学们， 在线上集体学习了公司

职代会、 工作会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精神。 大家围绕高质量发展，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有

的谈体会，有的说思路，有的提建议———总之，大家

都跃跃欲试，都想早日学有所成，回到自己热爱的岗

位上，为我们的企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高质量发展之路，代表着精准、高效和活力，作

为企业一员，如何把自己打磨成一块合格的“砖”，为

迎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做足准备？

在管训班锻炼，就是在“精雕细琢”地打磨自己。

世界发展太快，大到企业，小到个人，如果故步自封，

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不论是抢抓机遇还是

应对危机，自身的知识储备就是最好的“后盾”。 加入

管训班，给了我停下脚步，用心学习的好机会。 这是

对旧知识的查漏补缺，更是对新知识的完整输入，令

我受益匪浅。“高质量”的学习，就应该如此这般。 我

感谢管训班给了我完整的学习时间和系统学习思

维，这是在工作中很难获取得到的。

在岗位上锻炼，就是在“不露痕迹”地打磨自

己。 日常的磨炼，犹如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高质

量地完成各种任务，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在锻

炼自己。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时刻保持对自己的

高要求高标准，能力素质的提升，就会来得羚羊

挂角，无迹可寻。和我们的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在改错中锻炼，就是在“对着镜子”打磨自己。 知

不足然后能自反。 公司工作会报告，坦诚了我们公司

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但是，公司面对难题，并没有退

缩，而是认真分析不足，寻找自身优势，给了我们破解

难题的信心和决心。 解企业难题，我们每一个企业一

分子责无旁贷。 不论是公司还是我们个人，只有首先

正视到自身不足，才能进步。

欲遂企业事，勤向窗前读。 一年之计在于春。 在

复工复产全员加速的时刻，我暂时停下脚步，用心学

习， 我更加感受到公司管理层举办管训班的用心良

苦。我们暂时慢下来，静守学习时光，是为了更加高质

量地向前奔跑，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快的“加速度”。

我们厉兵秣马，枕戈达旦，研精致思，蓄势待发。

面对高质量发展，亲爱的你们，准备好了吗？

○ 管训一班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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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自己，

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墙头树，没错，不

是墙头草 。 我家后院

围墙上有棵墙头树 ，

长到有一人多高 ，在

没有土壤 、 严重缺水

的恶劣环境下顽强生

长，枝繁叶茂，曾经是

我窗外的一道风景 。

可是，万般无奈下 ，被

笔者狠心而灭。

说实话 ， 这棵墙

头树生命力之顽强 ，

超出了我的想象 。 灭

它我用了

3

年 。 灭之

于心不忍 ， 之所以要

灭它 ， 是因为这棵墙

头树 ， 以它看似柔软

弱小却坚韧强大的根

系 ， 将院墙挤裂两条

食指宽的缝 ， 再不处

理 ， 就有墙塌伤人的

安全隐患。

第一次灭它的那

一年 ， 我几乎从根部

锯掉它的躯干。就在以为没事的时候，第

二年春天， 它又无声无息地长出几株嫩

芽，向我宣战。我拿起锤头，一阵猛砸，几

乎把它露出墙头的剩下的那点根部打

烂。就在我以为它彻底完蛋的时候，第三

年春天，它竟然又长出几株嫩芽，似乎在

嘲笑我的无能，我一气之下，以盐水、消

毒液等浇灌之。第四年春天，它再没有笑

话我了。

一棵墙头树，无土 、无水 ，几乎不具

备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却能不断长大，不

可思议，它如何求生？ 带着好奇心，我对

其一番研究后，逐步破解它的生存之谜，

的确发人深思。

首先是没有土壤，创造土壤。如果没

有土壤，树是没办法生长的。树的种子借

助风力或鸟儿落到墙头上的砖缝中 ，借

着雨水发芽生根。据查资料得知，种子发

芽后长出的根上， 在尖端有一层特殊的

硬壳叫根罩，相当于箭的箭头。墙头树在

争取生存空间时， 在砖头缝里不可能直

进直出，因为砖很坚硬，所以它的根像螺

旋的锥子一样既硬又迂回， 顺着砖头缝

向里延伸。 树要生长，根浅了活不了，一

方面没有水分， 另一方面刚长出来的小

小树苗也会被风吹走， 所以它要尽可能

地将自己的根扎的特别深。 但有些砖头

缝很浅，再往下的时候根扎不进去，那怎

么办呢？ 能在墙头生长的树，真的有两下

子， 这些根的根部尖端能分泌一种有机

酸，能够将砖石悄悄地分解一点，坚硬的

砖石变松散了， 渐渐地就会被转化成土

壤。 尽管分解得到的土壤很少，但天长日

久，慢慢地，就把小部分墙体分解 ，墙体

便裂出一条条的缝， 根就能够继续往下

生长。 墙头树根的神奇在于，一方面它在

没有土壤的地方创造了土壤， 另一方面

不断地拓展生存空间，

第二个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树要

在墙头上立下根， 就意味着它的根系要

非常发达，有多发达呢？ 它常常比树的高

度要长出好几倍， 普通生长在平地土壤

上的树，树根不可能太长。 为了生存，墙

头树就要创造条件，那就是拼命长根，有

了根，才能让这个树干立得住，另一方面

它只有足够长、足够多的根，才可能将足

够多的砖石转化为土壤， 获得足够的养

分。 简单地说，墙头树长长的根一方面可

以固定根基，另一方面能够分解砖石，将

砖石中的矿物盐类分解出来为我所用 ，

同时逐渐化砖石为土壤，便于保“墒”。这

个“墒”是指土壤里的湿度 ，只有土壤才

能够将水分相对固化起来， 保持植物水

分。

探寻我家院墙上的那棵墙头树 ，它

的两条主根，加起来的长度有

8

米左右，

比树干长

5

倍 ，不但挤裂了墙体 ，最终 ，

根系到达了地面， 钻进土壤。 我扒开墙

缝，从中得到了印证。 这棵墙头树之所以

能跟我斗三年而不灭，原来，它的根藏得

这么深。

没想到大自然充满了智慧与抗争 ，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墙头树知道

扬长避短，绝不放弃 ，不野蛮生长 ，它知

道化敌为友， 把不利于生长的坚硬的砖

石化为己用， 它知道没有条件去创造条

件，拼命长根。

想起今年公司提出的 “过紧日子”，

不由得想起了这棵墙头树， 要 “过紧日

子”，可能要完成许多看似无法完成的任

务。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可

能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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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