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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水阔山青天自高，涧幽林深鸟喧嚣。

石阶可步登天路，古塔能攀上重霄。

寺庙长存千载永，英烈恒久百代骄。

画栋盘龙堪朝圣，平湖鸟瞰听松涛。

游青龙山公园有感

○ 退休职工 周全斌

铜都诗抄

亲情物语

母亲是 2020 年 3 月 13 日离开的。

在母亲住院的最后 24 天，受新冠疫情防控

影响，我没能再进入医院陪护她。

最后感受到母亲的体温是医院封闭管理的

前一天，我给她老人家清洗急剧消瘦的身体。她

的手还可以温暖着我， 她的思维足够清晰还可

以和我说话，她让我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她说人

总是要走的，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母亲出生于旧社会的 1935 年，出身于穷苦

人家，从没有上过学。她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

生活的种种磨难。 她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翻身

得解放的广大农民一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

召，步行 200 多里路去义务兴建丹江口水库，积

极参加各种农田水利建设活动。 除了顺带她去

过一次庐山旅游，我没有陪她去过任何地方；我

一直说要带她乘坐一次飞机， 可这竟成了永远

也无法实现的心愿。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不识字

更是不会写字的，但母亲是聪慧的，在之前的几

十年里，她从没主动告诉过我，她上过襄阳新中

国成立后的农村扫盲班。 我一直想知道三十年

代出身的中国普通农村妇女到底能认识几个

字？ 春节前的一天， 我拿起手边的报纸给母亲

看， 没想到只上过扫盲班的母亲竟然还能够大

致念完一段话，我惊讶于她的记忆力。 春节前陪

她去银行购买最后一年的居民医保时， 我生平

第一次看见她写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一丝

不苟。 母亲记得很多毛主席语录，也会说不少的

民间谚语，还会唱很多革命歌曲。 一直到人生的

最后，母亲的思维一直是清晰敏捷的。

母亲的一生是洁净节俭的。 直到她人生的

最后岁月， 她一直坚持使用已经洗得很薄透甚

至带补丁的毛巾做洗脸、洗脚毛巾，她带去医院

的备用袜子也是缝补过的。 她说那些崭新的毛

巾都没有打开包装，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

母亲的一生是任劳任怨、辛苦奉献的一生，

她养育了五个孩子， 当我们姊妹几个把自己的

孩子陆续送到她那里时， 她会竭尽所能地帮助

照料。 母亲在农村生活了 54 年时间，自从嫁给

父亲后，连续 30 多年时间一个人操持着绝大部

分的农活，水田插秧、旱地割麦、种棉种菜、上山

砍柴、 自己准备盖房用的各种砖坯木料……为

了换些零花钱，她常常一个人在天还未亮时，挑

着舍不得吃的鸡蛋和蔬菜步行很久进城售卖。

在小时候的印象中，母亲由于营养不良，加之各

种劳累经常处于贫血之中，甚至昏倒过几次。 母

亲就这样一路走来， 硬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

养大了我们几个子女。

母亲很多时候是孤单的。 由于父亲独自远

在外地的厂矿工作， 在和父亲成婚后独自一人

带着子女在襄阳农村生活了三十多载， 直到 54

岁时才和父亲团聚。2019 年的春节前，父亲开始

住院， 老迈的母亲坚持衣不解带地坚守在医院

亲自陪护，只为了那份为时不多的相守。

父亲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去世离开后，劳

累的母亲癌症复发。 她坚持熬中药喝、坚持吃各

种西药， 她说还想再活几年； 她坚持自己洗衣

服；她经常坐在门口晒太阳，她说这样暖和还可

以补钙。

父亲去世之前， 母亲已经连续多年没有回

过老家。 去年的清明节，母亲不顾身体老迈，一

定要和我们一起回趟老家。 爬上曾经熟悉的山

坡， 她去看了父亲的坟冢和旁边她自己将要长

眠的地方。 在陡峭的山坡上，母亲穿过荆棘丛林

终于找寻到爷爷奶奶的坟冢和墓碑时， 她以 84

岁的高龄跪了下去，磕头祭拜。

母亲在小露台上种了葡萄、 月季花、 迎春

花、小葱、蒜苗和一些小白菜，母亲去世后，我们

才得以再次进入封闭式管理的小区， 许久没人

照管采摘的小白菜， 猛然间已经长成了二尺高

的菜花，金灿灿的一小片，可我亲爱的母亲再也

看不见这一切了……

平凡的母亲

○ 公司总部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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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情怀

不久前， 和办公室几位同事一起报名参加车

间拆解生产劳动，利用的都是工余间隙。 这是疫

情防控以来公司首次组织我们管理、技术人员参

加一线生产劳动，却在我人生经历里留下了无比

深刻的印象，也悄然改变着我以往的思想和人生

信念。

我报名的第一份岗位是废旧电视拆解工。以

前对此岗位的艰苦程度略有耳闻，但是没有直观

的体验和印象，参加工作十六年，绝大部分时间

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第一次参加这种纯体力的劳

动体验是完全陌生的， 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更

多的反而是好奇。 工位的作业程序并不复杂，经

过必要的培训后，我们就正式上手干活了。 尽管

事前我已将拆解作业要领在心中默念过多次，但

等到拆解电视螺丝打开机壳时，我还是大脑一片

空白，等了好久才手忙脚乱地剪下了第一块电路

板，然后投放到对应的传输皮带上。 差不多过了

二十多分钟吧， 总算哆嗦着拆完了第一台电视，

心中颇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就这样一点点干

着， 手中的工具也仿佛渐渐变得听话灵活起来，

拆解的方法也从陌生变成熟练， 到中午休息时，

大家相互交流作业体会，我才知道自己和他们一

样，都经历了从别扭到顺手的过程。

劳动的过程到底是辛苦的，尤其是对我们这

样从未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人员更是如此。经历了

第一天的劳作过后，好几个同事第二天就腰酸背

痛的不行，我也一样。虽然也有人开始叫嚷着“不

干了”， 可真正到了开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退

下阵来，因为没有人真正愿意当逃兵。 尽管公司

有严格的岗前安全培训和现场安全督导，拆解的

过程也是千般小心， 谁知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

候，我的右手食指还是意外地被电视玻璃渣子扎

了个小口，于是赶紧到磅房扑粉缠贴止血。 这时

有人过来问我要不要歇息一下，我摇摇头，操起

了工具继续干起活来。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拆解

破碎中，指伤合了又裂，裂了又合，直至完全愈

合，背痛的感觉也逐渐消失了，体感耐力在持续

增强，原本长久浮躁的心情也一点点沉静踏实下

来。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拆解作业速

度已经赶上了以往劳务工的水平，心中竟然升起

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我不由得相信：假如自

己有一天失业了，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即使从事

人生最艰辛的劳作，起码也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孩

子吧，不知不觉间我仿佛获得了一种力量，一种

令我无惧无畏的坚定信念，一副足以令我坦然面

对人生低谷或者暴风骤雨的坚实铠甲。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对公司生产作业流水线

技术工艺基本上做到了如指掌，对其优势和存在

的弊端， 以及需要改进之处也有了大致判断，这

些东西都是以往在书本和办公室材料中学习不

到的，却对今后的工作改进有着极大的好处。 伟

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这时

我再次体会到这句话的精妙内涵，劳动不仅增长

人类的智慧和本领，还铸造了人类的坚韧意志和

优秀品质，作为公司的一名普通管理人员，我们

确实是有必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好

好补上人生这堂社会课的。

再到后来，我又报名参加了废旧摩托车的拆

解生产劳动。 有了电视拆解的锻炼和经验，摩托

车拆解过程也很快就能得心应手了。 在劳动中，

我又掌握了一些新知识技能，和共同奋战的同事

们进一步增强了了解和友谊，在劳动中，我的自

信心和意志力也在一天天增长，令我从今往后不

再患得患失， 不再畏惧工作的挑战和人生的风

雨，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那

句话“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炼干部的品质，考

验干部的毅力”的真谛和含义。疫情仍在，但对企

业和我个人而言，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今后

的风雨苦难我们已足有能力和信心沉着应对，只

要心中有一种不弃的信念和力量，我们终将到达

胜利的彼岸。

○ 博源环保公司 麦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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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刚上班那

时候 ， 给单位交稿实

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情。 写完一篇稿件，要

誊抄几遍 ， 然后分别

在稿纸的右上角写上

“投大冶有色报 ” “投

熔炉”“送

XX

车间 ”，

交给车间宣传干事 。

不管能不能上稿 ，程

序要走 ， 字要端端正

正写好 。 然后就是等

待 ， 等待下发到班组

的报纸 ， 充满希望而

又忐忑。

20

年前， 班组有

几份刊物可看，《中国

有色金属报》《大冶有

色报》《熔炉》。 《大冶

有色报 》 是两开的黑

白版面，周刊。 《熔炉》

是厂内部刊物 ， 只是

几页

A4

纸大小的简

单装订版 ， 素淡的黑

白两色，月刊。第一篇小文在《熔炉》上刊

发了。 当时心情激动 ，得到了很大的动

力， 闲时在一本过期没用完的记录本上

的空白处操练。 当期的《熔炉》珍宝般保

存了下来。几十年间搬过数次家，然而依

然还在，纸页发脆泛黄，似有了文物的厚

重和沧桑。

先开始从长文写起， 发现上稿也并

不容易。一来纸媒受版面限制，二来自己

对文字驾驭能力确也稚嫩纤弱。 后来改

变策略，从简讯着手。 对开的《大冶有色

报》的中缝专门用于简讯的刊登。虽说夹

缝般大小的弹丸之地， 一篇简讯也就数

十来字， 公司各单位的方方面面小动态

都在这里展示，信息量还是很大的，也是

初写者的必争之地。 公司不少文字爱好

者，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那时上班三班

倒，常在夜班夜深人静时写。一桌一凳几

个平方的操作室就在

2200Kwh

的大风

机旁边，噪音如雷。 然而一方白纸，一支

素笔，也让灯光和时光宁静悠然。

发在《大冶有色报》上的第一篇长稿

是一篇新闻故事。 当时冶炼厂要搞技术

比武。我上班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自

是倍觉新鲜， 身边同事为这件事情在做

准备工作，我当时是“改革春风拂满面”

的感觉，鲜活的事例，激动的心情，让我

提笔写下了那个小故事。 彼时彼情时过

20

年依然历历在目。 而我也因为写新闻

故事被厂宣传部评为 “月度宣传明星”，

以资鼓励，张贴照片于宣传部的墙上，张

勇和陆军老师也对我说了一番表扬和鼓

励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写新闻稿件， 说来是一件很枯燥乏

味的事情，思维似披戴枷锁不能“思接千

载 ”，意不能如桃花般灿灿 ，文不能 “ 披

明月兮佩宝璐 ”，既不能雨恨云愁 ，又不

能大江东去。 往往准备工作并不是自己

能掌控的时间。 有一次，因为一条新闻线

索采访一位当事人， 我是下夜班后饥肠

辘辘进行的。 写生产稿件一般还要跑现

场感受氛围，对生产也要了解个一二三，

一番采访下来，一个多小时转瞬即逝，九

点多钟才吃上早餐。 回家以后抽时间再

写，起码也要一个多小时。 短短数百字，

实际花时不少。 然后， 文稿也没有被采

用， 几乎数小时时间付诸东流。 这样的

“白写”，在写文稿的生涯中，几乎是大概

率的事情，要几十年坚持下来，真是心志

的修炼。 当年写过的不少东西，在单位的

“岗位交接班记录本”上 ，在成本的方格

稿纸上，已经成为我珍爱的“手稿”收藏。

人的一生中， 总有一两件事情是值

得不记得失和成败去做的，比如写文字，

似乎就是我薄如蝉翼的脆弱和坚如磐石

的坚强。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写文

的日子，阴晴不定 ，苦乐更替 ，苦着苦着

乐来了，乐着乐着愁到了。 因其充满变数

从而神秘异常， 让人对它甘之如饴又爱

恨交加。 一支笔，一页纸，让一个人的孤

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那万千文字的

微光，抑能如星光照亮夜空。

20

年以来， 公司 《大冶有色报 》和

《熔炉》几经改版，制作越来越精美，质量

越来越高乘，并创办了《中色大冶》《冶炼

熔炉》等公众号，为公司文字爱好者提供

了更广阔的舞台， 也让我矢志不渝地喜

欢和追随。

终因一个 “爱 ”字罢 ，因爱而悲欢喜

乐，因爱生恒心 ，生勇气 ，生万万千千的

电石火光。 民国才女张爱玲说

:

“时间的

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

步，刚巧赶上了 ，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

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遇见大冶

有色，从而遇见最爱，大概就是一辈子的

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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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 张国平

职工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