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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学习《荷花定律》有感

笔下风景

浅夏微凉， 花市上

花开半夏， 激起了我对

花草的热爱， 在一位花

友的陪伴下逛了几家花

店， 对那些花花草草也

有了些许了解， 也让我

有了浅夏养花的想法。

小时候，我喜欢在

田野里， 草地花丛间嬉

戏， 喜欢看路边那一朵

朵默默盛开的野花，喜欢与红花

绿叶做朋友。 直到现在，我还是

喜欢经常去附近农村看菜园子里的菜花，喜欢蹲

下观察那些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花，也喜欢看小

区花坛里盛开的月季、丁香、桂花，只是我很少会

把这些花草带回家与我依依相伴。

我爱赏花，却不爱养花，看着身边的朋友有

的都成了养花达人， 经常一起交流养花心得，而

我只能默默地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着他们

脸上洋溢着成功的满足感， 心里莫名的有些羡

慕，但始终没有自己养花的信心。记得几年前，我

不知怎么的，对养花突然感兴趣，去花市买来了

吊兰、绿萝等容易养活的花草。我是个懒人，只爱

看不爱照顾这些小生命，顶多就是在土壤干了的

时候给它们来上一杯自来水。不过他们的生命力

确实比我想象的顽强，每次发现它们叶子焉嗒嗒

的，我才会出手相救，每次都成功地唤起他们的

活力。 就这样，在水的滋养下，它们竟然越长越

长，越长越茂盛，吊兰开起了小白花，还长出许多

的小吊兰，看起来很是喜人，正应了懒人养懒花

的说法。经历了春夏秋，一路风雨一路生长，到了

深秋，已经长得很是茂盛。冬天在不经意中到来，

我仍没改掉懒的习惯，对花草没有一丝丝的特别

照顾。 结果可想而知，它们最终没能经受住寒冬

的考验，叶子从底部的老叶开始，变黄，变烂，最

后趴倒在花盆里，看着它们生命就这样在世间消

失，我心里有种不可言喻的痛，在我心里，是我伤

害了它们。

自那次冬天过后，我清理了花盆，把花盆收

藏进了柜子里，阳台变空了许多，没有绿色的陪

伴，我只能看远方的那片绿地，来满足我对绿色

世界的喜欢。 每次清理柜子，都会看到那一个个

被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花盆，曾经的美好回忆也随

之浮现，不过，我还是有些害怕养花草，我怕，怕

我照顾不好它们，怕我让他们的生命更早一点走

到尽头。

我喜欢与花草聊天， 对花草有种莫名的喜

爱，每次遇到心仪的花盆，我都会顺手就带回了

家，家里漂亮花盆是越来越多，甚至都储存了两

袋养花专用的土， 只是缺少了有生命的绿色植

物。就在前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家里

的资源有效利用，在这浅夏，养上几盆花草，点缀

一下生活。几经挑选，终于将一盆绿萝、一盆栀子

花、一盆茉莉花、一盆吊兰给请回了家，成为我家

的一员。 初来新家，我精心地给它们枝叶清理一

番，浇透水，让他们在阳台安了家。 几盆花中，最

让人开心的是有一朵正在盛开的栀子花散发着

淡淡的香。看着这片新绿，心中甚是喜爱，我又购

回一瓶高浓度花肥， 给这些家庭新成员备齐了

“粮食”。在今后的每一天，我想好好地爱它们，让

它们快乐地生长，幸福地开花。

我爱花草，我想，花草们也会爱上我，浅夏，

草绿，花开，我恋上有花草陪伴的每个夏日，我会

陪伴它们，绽放生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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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的维吾尔族小女孩

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郭林

岁月小记

○ 冶炼厂 肖爱梅

人的一生中，要走过很多的桥。

记忆中的第一座桥，在我的小学学校旁边。 从村庄去上

学，要经过一条河。水，据说从一个神秘山洞而来。 学校，以前

是一座庙，供奉过菩萨，缭绕过烟雾，因而有些庄严神秘感。

上学，我要经过一座不知道来历身份的石拱桥。 据说古时的

学宫里，是会有一座泮桥的，也称“跨鳌桥”。我的小学时光，在

进校门前，倒是如日日进行过圣贤学的仪式一般。 桥下有水，

冬暖夏凉。 而在春天绵绵不休的雨和夏天急骤的雨里，河里

的水就像脱缰的野马，“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样子，似乎

要冲上石拱的桥面，很刺激。

雨水时节的故乡，四处水声潺潺。 我与“戏子洞”之水蜿

蜒同行，循着一条河奔涌的血脉。 这一衣水，一如曾经，来到

了一处墙外。只是，曾经因庙改成的学校又改成了庙。那座小

小的石桥也不见了。 它曾听过书声琅琅，也曾见过学生蹦蹦

跳跳的身影。 水藏于水泥石板之下，声音隐隐传来，看不真

切。 只能作罢。 不曾想，就在以前桥后的斜坡之下，那水又潺

潺地出来了。 厕所还在，布瓦青砖。 那时，有一个懵懵懂懂的

小学生，听到下课铃以后，跨过小桥，一路飞奔斜坡下的厕

所，未料收脚不住，直接冲到粪坑。厕所，那时是土砖的墙。 后

来，学校异址扩建，厕所弃之不用。 没想到如今还在，倒成了

唯一保持原貌的建筑。 藤蔓已经爬上了半边老墙和黑瓦，一

长篷野油菜的花在水边寂寞地开着，成了一座桥不曾想过的

风景。 一座撒满旧时光的厕所，在水之湄，似乎是从《诗经》里

走出来了，离时空很远。 然而，一座桥，不知道消失在一个什

么样的日子里。

另一座桥，有过两根黑黑铁轨的过往。 人走上去，会颤颤

悠悠地动。 如果对面有人，是万不能相向而行的。 桥的那边，

有一个肉铺，有一个酒坊，还有一个小卖部。 算得上那个年代

一个小小的市集了。 城市的兴起，仿佛跟水有莫大的关系，一

个渡口，一座桥，都是历史撒落的种子。 然而这座桥，像很多

被没落的桥一样，流产了一座城市。 丰水的季节，桥下的水，

会轰轰地响，如万马奔腾。 如果望下去，会有眩晕的感觉，更

害怕会一不小心掉下去被水冲走。 每次经过那座桥时胆战心

惊的感觉，现在还记得。 母亲往往会让我去桥的对面买一些

盐什么的。 后来，改成了水泥的桥，再也没有发生小孩被水冲

走的事情。 现在，它的下方，脉脉的流水，水里捣染了春天的

绿色，一路向前，碰到鹅卵石时，腾升出白亮的一小片，如白

鸽阳光下闪亮的翅膀，一排排，动感十足。 泡桐举着一串串漂

亮的紫色喇叭，想要给春天奏一场盛大的音乐，而在云雾缭

绕的背景天色里，表情却是凝重而优雅。 然而，却是一场寂

寞，连同一座桥一起寂寞着，连同永不回头的流水，那些水

流，或许百转千回要汇入长江，或许消失于前行的路上。

白霜栖在枯草上时，在寒冷的月光下，似乎看得真切。

我时常跟学伴一起从另外一座古桥上走过，桥上有小的土

神庙，时有烟火供奉。 经过这儿时，我总有一些害怕。 关于

一座古桥，传说总是多，有神仙也有女鬼。 然而，我单单记

得女鬼。起初，上学时有四个人，后来，就只剩了我一个。于

黑暗中，战战兢兢地经过土神庙，走过光滑的桥面。 流水的

声音，使凌晨的黑更深而静寥。 下了古桥，就是柏油马路，

向两个方向无限延伸。 或许，这就是一座桥存在的原因，它

要通向无涯的远方。

这座桥位于大冶刘仁八镇胡家湾附近，长

10

余米，全部

由青石堆砌而成，青石上花纹图案隐约可见，于清代乡民集

资建成，没有名字，更不知道设计者为谁。 去年因修阳新军垦

农场至大冶梅咀公路，成为必经之路，实施原址保护，得以留

存。只是，自此河水改道而去，公路从它身边绕行。 一座古桥，

在春天里，野草蓬勃，青藤垂帘 ，桥下一潭绿水如镜，照见一

块蓝的天空，溶着一座桥寂寞的身影。 一座没有流水的桥，停

泊了数百年的历史和不可名状的寂寞。 我的失落，在一座被

流水抛弃了的古桥上，缠绵悱恻。 它有过送别的忧伤，有过

等待的欣喜，有过縹缈的足音。 它摆渡过一些村庄的过往，也

漂泊过游子的相思。 它，曾经是很重要的存在。 它是数百年，

不计其数的人脚下的路。 殊不知，有一天，会孤单得被一路繁

华围困，显出沧桑悲壮。 历史何其相似，永远在革故鼎新，永

远有更好的在前方。

每个人人生的山水里， 总会有几座桥。 人生与历史，皆

要跨越一座一座的桥。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

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座桥前世今生的际遇，都是

历史和时光的必然。

桥

学习心得

我总是在各类励志文章、名言警句摘编、甚

至儿子的笔记本里，看到这样的话：不要在应该

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

现在拼命努力的你。 我常常在想，“应该奋斗的

年纪”，是多大的年纪？ 儿子十来岁，朝阳般的年

纪就应该是奋斗的年纪无疑， 可是我已四十不

惑，工作稳定、家庭美满，我这样的年纪，还是

“奋斗的年纪”吗？

这样的疑惑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认真阅

读、学习了《荷花定律》这篇文章，才豁然开朗：

奋斗不专属于某个年纪， 而专属于每一个拼命

努力的朝朝暮暮。 今天的荷花比昨天的荷花更

努力，加倍盛开，接力绽放，30 天里，荷花们默默

努力，终于在最后一天迎来了满池惊艳。

年纪，从来都不是懈怠的借口。 可我们中的

大多数，喜欢用年纪给奋斗加上期限。 我们可以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老了，学不动了”“年纪大

了， 不想再奔了”“都这个年纪了， 还折腾什么”

……归根到底，说出这样话的人，都是以年纪为

借口，不愿走出舒适区，不愿用当下的舒适，换取

能力的提升。 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年龄结构层

偏大的企业里，有因为不再年轻而产生懈怠想法

的人达到一定的数量，会对我们的企业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工作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担当意

识不够……当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我们的企业

如何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立足？

想到这里， 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司管理

层举办管训班的用意：让我们走出舒适区，接受

新知识，迎接新挑战。 给我们认识不足，提升能

力的机会，敦促我们像那满池的荷花一样，摒弃

杂念，专心学习，厚积薄发。

阅读了《荷花定律》之后，我再回过头看，我

们管训班的那些知识点，更有深意：全面预算管

理、全面质量管理，是管理工具，更是提高工作

效率的好办法，PDCA、思维导图，更是激发创新

思维的好手段，企业文化建设、党纪党规，是思

想政治， 更是增强担当意识的好法宝……而通

过学习，我也有逐渐拨云见日，天朗气清之感。

感谢管训班，不仅给我走出舒适区的勇气，还为

我的奋斗之路搭建了向上的阶梯。

现在、当下，就是我应该奋斗的年纪，也是

文章前的你们应该奋斗的年纪。 所以，奋斗吧！

我们！

○ 管训一班 刘飞

铜都诗抄

是矿成就了山

还是山变成了矿

采矿人说把山挖平了就炼成了一车车矿

选矿人说把矿磨碎后就堆成了一座座山

新生代说矿与山已经融进我的血脉

铜草花

是花不闻花的芬芳

有铜的元素没有铜的外衣

喜欢立在深褐色的岩石上手舞足踏

颔首迎接你的到来

唱一曲青铜的主题歌

铺开铜草相依的盛宴

矿石

像一场寻宝游戏

开山凿井找到沉睡的你

五彩的妆容失色于空气的抚摸

你碎了

我流泪了

矿井

一头高耸入云亲吻蓝天

一头钻入地脉拥抱大地

任风徐徐来

提升着不变的旋律

卸下满斗的希望

矿工

远离阳光的空间

只有狰狞的矿石陪伴

日复一日的开拓

将孤独隐没在冰冷的岩层

抹一把黝黑的汗水呦

把男儿的泪珠轻轻拭去

矿帽

那不是身份的象征

那是生命的负重

头顶泛白的灯光

行走在幽深的巷道

任井水嘀嗒在帽檐上

一直不回头

矿车

弧光闪烁照耀前方的路

你望不到的尽头

我看见了你风驰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