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爱是一棵大树，

那高耸的身躯，无论何时都能为我遮风挡雨。

母爱是一条长路，

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护我一路平安。

母爱是一道山泉，

她诚而无瑕，为我洗涤一切污浊。

母爱是一片森林，

让甘霖洒落在我心，滋润我的茁壮成长。

母爱是一泓深潭，

她总是以容纳百川的胸怀，让家和睦而泰然。

如今的我不光是女儿，也早已成为了母亲，

我会如母亲爱我那样爱着我孩子，

更会如我爱孩子那样爱着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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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从矿山乘坐通勤车回到下陆，天色渐

晚， 在路边的一家小超市买了点水果顺路去看望

下母亲。

前几天，三弟又给我发微信说母亲身体不适，

总是每天早晨五点半钟起床就到菜地里打理菜

园，每天一大早出去，中午才回家，劝她多次不要

种菜了，母亲都不爱搭理了，让我有空回去好好地

劝下母亲。

俗话说，儿多母苦。 母亲养育我们兄弟三人，

可谓是饱尝人间疾苦， 恐怕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道不尽。 七八十年代，父亲在丰山铜矿工作，母亲

一人在农村既要养育我们兄弟仨及赡养家里

80

多岁的老爹爹， 又要操心忙碌种好几亩田地里的

庄稼，维系一家人的生计。 记得那个年代，自春播

开始了，就没有歇息的时间，泡谷种、犁田、播撒、

浇灌、盖膜、插秧、施肥……一件事一件事接踵而

来，还要忙菜园子的菜苗种植，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屋子南面靠墙角的空地处， 母亲一个人在

那里开始忙着泡谷种， 一袋一袋的谷子用水浇灌

好， 七八十斤一袋淋着水的谷种翻来覆去的用雨

布盖好待到发芽，挑到犁好的田里播种，裤角卷齐

膝盖， 赤着脚丫子下到水田里播撒稻种。 初春时

节，光着脚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水田的淤泥里，让人感到些许冰凉，这

是我后来协助母亲给刚刚萌芽的谷苗盖薄膜的切身感受。

那些年，除了自家地里的活儿，每家每户在春季的时候还要安排人到几

公里外的一个水港那里去挑土筑坝防汛， 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母亲一人承

担包揽。

到了插秧苗的时候， 母亲将育好的秧苗从田里拔出整理好后挑到另一

处田地里，有时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随母亲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母

亲教会我插秧后，便继续挑秧苗，担子压在母亲的柔弱的肩上，我只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而无能为力。 母亲挑得差不多了，便到田里陪我插秧，这样我

与母亲在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 没插多久我就感到腰痛的弯不下

去了，插插停停，停停插插，反反复复，一件白衬衫也被沾满泥浆的手捂得脏

兮兮的，扭头看看母亲，她像个机器人一样始终勾着腰，保持一个姿势，一只

手捏一把秧苗，一只手负责插，已经距离我很远很远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好

好地跟在后面慢慢地插着，还时不时地提提腿，看看腿上有没有蚂蟥吸血。

有时稍不注意，一条腿上吸上几条蚂蟥让我不知所措，甩也甩不掉，吓得在

田里到处跑，母亲见状，喊住我，帮我弄掉蚂蟥，看着我那窘迫的样子，就让

我回家了。

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些往事，都让我感到太羞愧。 母亲小的时候在村里学

校刚上几天学，学校便要迁移到路程有点远的镇上去，母亲想去镇上读书，

外婆说一个姑娘读什么书呀，不让读，母亲就没有去上学了。 母亲常跟我说，

这一辈子最吃亏的就是没有念过书

,

不识字。与父亲相距数百公里，到父亲工

作的地方，需要辗转好几趟车和船，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便利，每次去看望

父亲，母亲总是从家乡背上些糯米蔬菜及生活用品，她不识字就记住途经的

一些标志建筑物，包括转个几个弯、经过几个路口等等，母亲都快成了“活地

图”。

后来，父亲单位这边实行户口农转非，母亲找亲戚及乡亲们到处借钱才

凑足我们三兄弟的户口钱，母亲将钱用布料针线缝的严严实实的带给父亲，

在母亲的操持下我们兄弟仨的户口才圆满地迁移到父亲工作地的丰山铜

矿，由于家里穷，母亲的户口那个时候没有一并迁移出来。 母亲说自己没有

上过学，在农村没见过世面，把我们兄弟仨的户口迁移出农村，就是想让我

们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好好念书，将来有个好的工作。

母亲为了我们，用心良苦，唯独没有为自己想想。 那一年，我在外地上学

放月假回家，母亲欣喜若狂，高兴得不得了，又是杀鸡，又是买鱼，为我烙爱

吃的花生米……行文至此，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从眼眶溢流而下，让我又回

想起那些年在矿山母亲为了我们三兄弟的学费及生活费， 自己在家吃着咸

菜剩饭，在工厂干着与别人同工不同酬的活儿，上着三班制的临时工，看皮

带、修补轮胎、修公路……九十年代一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母亲都做过，为

了贴补家用，母亲有时一天上两个班，干的是灰尘大、最脏、最苦、别人不干

的活儿。 母亲还在后山开辟了菜园，回到家里就去打理菜园去了。

长年累月的繁重劳作，母亲积劳成疾，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

1998

年，

母亲在襄樊一位老军医那里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腰椎手术， 那名医

生说从医几十年来，腰椎间盘突出从没做过这么长的手术，说母亲体力劳动

重了，这个病拖的太久了。母亲心里只装着我们，唯独没有她自己。记得小时

候，大哥与邻居家的孩子玩耍，眼角被石块砸伤了，鲜血直流，母亲抱起大哥

往镇上医院跑，一路上母亲焦急如焚，跑的都吐血了。

现如今，每到周末母亲就会提前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家，喊我到她那里去

吃饭，嘱咐我注意身体，工作上注意安全。 母子相见，总有聊不完的家常，我

也多次劝母亲不要种菜园了，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健康地活

着就是最好的了。 母亲总是嘴上答应：好好好。 可是一转眼又忙她的菜地去

了。 唉，这就是我一辈子闲不住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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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劳模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每

年红色五月最频繁的词组，而劳动模范却

是每名劳动者最特殊记忆的群体。 作为有

着密集劳动者组织的公司，每年都会利用

文、会、视、听、网等载体形式分层次、多方

位，全覆盖大力宣传劳模事迹，学习劳模

精神，重温劳模故事， 就是要在公司上下

积极倡导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

模精神正能量。

在今年缀满星光的红色劳模群英谱

上，有矿山逐梦，勇克难关的“技术能手”易

露、有奋战采场，敢打硬仗的“铲矿先锋”饶

亚文，有恪尽职守，乐业奉献的“最美采掘

人”李春平，有担当责任，扎根炉台的“冶炼

行家”刘贤龙，有不负韶华，精打细算的“贸

易精英”翟海翔，有立足岗位，对标创效的

“领头羊”黄文宽……他们是公司的榜样，

更是导向。 他们是公司历经 60余载劳模

的代表，他们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用自

己的劳动与汗水，聪明与智慧诠释了劳动

的荣光与价值， 弘扬了劳模主人翁精神，

成为推动公司赶超发展澎湃不竭的引擎

动力。

今天的我们， 习惯了动动手指外卖送

来，语音指令机器人擦地。 那么，劳动离我

们已经远了吗？不是的。产业结构变化、社

会分工细化，不会改变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唯一源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

能实现”。公司已经走过 60多年，企业产业

结构，生产规模、产品发展等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也为劳动者、奋斗者实现人生出彩

提供了广阔舞台。

公司在发展中进步，在壮大中沉淀。60

多年来，公司一代人“接力”一代人的使命，

一批又一批“矿二代”“矿三代”“接力”父

辈、祖辈的希冀与重托。在历史与文化的传

承中，公司从龙角山开拓走出深山，从“江

南明珠”黄石走向全国，再到今天走出国门

走进非洲，我们有色人的劳动内涵在更新，

劳模的标准在“进阶”，彰显在“责任、忠诚、

学习、进取”的核心价值实践中。

今天我们学习劳模， 就是要学习他们

身上闪耀的信仰光彩。“人间万事出艰辛。

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

力”。 盘点这些劳模，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穿越眼前的迷雾，相信并为“美

好的未来”而奋斗。中国有色集团劳模钟勇

是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的一名大车司机，

岳父徐继友曾经是湖北省劳模，以前也是

该矿一名老大车司机，两代矿山人扎根，共

同的责任使命担当将劳模精神“接力”，将

青春和汗水洒满采场，用辛勤和努力写就

芬芳，成为矿山佳话与典范。

今天我们学习劳模， 就是要学习他们

实干苦干的劲头。“一勤天下无难事”。公司

无论哪个时代的劳模， 都在为有色的发展

在各自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公司

劳模、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掘职工吴远

忠，从参加工作就在井下进行采掘作业，工

作任劳任怨， 一心扎根在岩层深处近二十

多年，成为容易被“遗忘”的人，长期井下的

辛苦工作， 使得他过早的显得苍老而与实

际年龄的不相“匹配”。谈起对工作的理解，

不善言谈的他平淡地说，“我的工作就是把

自己的事做好。 ” 朴实中蕴含中坚韧与自

信，却是有色人建设有色、振兴有色、发展

有色，刚毅与信心的生动写照。

没有哪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重温他

们的故事，想想这些平凡人，有色的奋斗者

何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心底就有“相信”，

眼中便有光彩，走过风雨看到彩虹，用劳动

与奋斗为有色发展贡献力量。

向新时代的有色奋斗者致敬！

○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胡少俊

向新时代的有色奋斗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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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国际护

士节。 在这个特殊日子

里，让我们祝福身边每

一位护士，记住燕尾帽下她们美丽的脸庞。

1820年 5月 12日， 在意大利诞生了一位女

孩，她就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立志长

大后，成为一个为病人带来幸福的人，她自愿组织

战地救护队，负责伤病员护理；1860年，她又在英

国办起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 为推动世界护理

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12年，国际护士会倡议

以弗罗伦斯. 南丁格尔的生日 5月 12日为国际护

士节，以此来纪念她为人类护理事业作出的贡献。

护士的尊称为“白衣天使”，之所以这么称呼，

是因为在人们眼里，护士文雅健康有朝气，纯洁明

静又美丽；护士洁白整洁的衣着、工作帽、人的姿

态与风度，给人以亲和端庄、纯洁的印象，在工作、

开会时严肃认真，站有站姿，坐有坐相，落落大方，

处处得体，不仅起着预防、隔离病毒作用，还彰显

护士的尊严和责任。

日常工作中，她们用言语和形体，关心病人，

表情亲切、耐心细致，为病

人取药配液、 安排床位、铺

床换被、按时巡查，从事与

医疗有关的全项临床操作、

护理活动； 有超强的亲和

力、沟通能力及表达能力，深入病房和病人做好护

患沟通。

据国家卫健委提示， 全国注册护士总数四百

万，每千人口护士仅 3 人，护士严重缺编，工作压

力过大。

抗疫期间，她们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是默默

无闻却又英勇无畏的“逆行者”。 疫情发生之初，恰

逢冷风夹雨的恶劣天气，她们在这个紧要关头，不

顾个人安危， 主动放弃春节假期与家人亲人团圆

团聚的机会，立足护士岗位，冲锋在前，守护着新

冠肺炎患者生命安全；是她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

第一时间将病人妥善安置、细心护理。2020年 2月

11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吴护士的母亲突发疾病，在

昆明过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吴护士泪如雨下，她

面向家的方向三鞠躬， 悼念去世的母亲……稍微

平复心情后， 她又走上了抗疫一线， 继续投入工

作。 她们连续奋战，争分夺秒地与疫情赛跑，虽然

艰难，但不放弃，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不畏艰

险，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一道 " 防护墙 "，为患者遮

风挡雨，负重前行。

她们临危受命，义无反顾，默默坚守与付出，

是党和政府号令的忠实“执行者”。 她们认真落实

《护士条例》，爱岗敬业，诚实宽容，文明礼貌，态度

和蔼，扎实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她们稳重端庄，仪

表大方，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工作态度。2月

17日夜 10点半，戴护士喝了一杯咖啡，速溶的那

种，不是为了品味，仅仅是为了上夜班，让咖啡醒

脑提神；她是第八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工作；她还记得一个月前，医疗

队在上海集结的那一天， 她做了两件有仪式感的

事情。 第一件，是在医院里剪

短了头发， 那预示着要去

“冲”；第二件，是在小区门口

和父亲含泪告别， 并在心里

许下一个诺言———一定平安

回来，这是“守”。 她们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努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满意的护理服务，

为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她们连续奋战，守望相助，是疾病患者生命安

全的“守护者”。 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把患者的疾病放在第一位，舍小家为大家，

她们的一言一行，温暖人心；她们的一举一动，抚

慰人心；她们用娴熟的护理技术，践行担当。 作为

援鄂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雷神山医院的两名“90

后”上海情侣护士，并同时都在 ICU 病房从事护

理工作；虽然在同一个病区，但两人上班时间很少

会合，常常见不了面；由于加入援鄂医疗队，双双

奔赴雷神山医院抗击疫情， 不得不取消原本定在

上海举行的婚礼；2月 28日，雷神山医院为他们举

办了一场简短的“战地婚礼”，弥补他们的遗憾。 还

有，4月 15日上午 10点，雷神山医院正式休舱，在

该院奋战的女护士表示， 自己感到很开心、 很激

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解除隔离后，回家看看三个

月未见面的儿子。 她们舍弃自我， 对病人体贴爱

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所有的付

出，患者和家属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黄石有色医院 2019 年度黄石市优秀护理管

理工作者汪亚娟，优秀护士艾春莲、高梅等是该

医院护士中的优秀代表，抗击疫情期间，她们夜

以继日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都是大家学习

的榜样；作为普通百姓，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 在这里我们要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

生、护士和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亲友致以崇高

的敬意、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并亲切地道

一声：你们辛苦了！

“白衣天使”，美丽依然。 她们是最可亲、最可

敬、最可爱的人。

“白衣天使” 美丽依然

○退休职工 柯昌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