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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职工篆刻

冶炼厂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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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公司第三期管训班开班，20 日管

训班军训拉开序幕， 紧接着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卷席而来，2 月 14 日，管训班在疫情战斗中“硬

核”开课，开展了“空中课堂”网络学习，6 月 19

日，终于迎来管训班的第一次大考，我们管训班

学员，在特殊时期用特别的方式去学习，同时也

用行动在支持抗疫，一路走来，怎能忘记。

学习如种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管训班是网络集中学习，老师、同学们都没

见面。 特殊时期组织这样的学习，学校和老师都

做了大量的工作， 希望我们能多掌握和了解一

些新的知识和信息，用心良苦。 在一阶段学习我

当组长收作业的时候， 感受到很多同学的学习

态度认真， 我把当天的作业再抄写到学习记录

本上加深印象。 不懂的知识点反复在网上查询

资料，直到彻底弄懂为止。 每天如此，日积月累，

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 这次集中学习，受益匪

浅，文化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

保持阳光心态，做到学以致用

学习通俗点讲，学的是心态，通过阳光心态

课件的学习后，特殊时期特别事件的发生，我懂

得如何调整心态。 成功者为什么能成功，因为有

阳光般的心态：“成就、学习、付出、宽容、平常、

乐观、自律、感恩”等八大心态。 心态好行为就

好，行为好结果肯定好。 正心，正念，正道，以阳

光心态学习，日积月累，不急功近利！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举一反三，他山之石可攻玉

最近， 公司提出“对标再出发， 改革再深

化”，不言而喻，上至领导下至员工，工作压力是

超前的。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习近平总书

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同样，公

司市场化对标、 深化改革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

完成的， 公司要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

力。

通过管训班的学习， 对我既有思想上的洗

礼，也有理论上的提高，更有知识上的积淀，这

将为我今后的工作赋能。 学习是跟上时代、为已

赋能的强大引擎。 在奋斗中学习、 于学习中赋

能，带着眼光、思维、知识、本领奔跑，去拥抱明

天的梦想。

学习，为工作赋能

○管训班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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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宁海

锐奇“9·29”重大

火灾事故警示篇

时的第一观感。

等到我再第二

次、 第三次重复

观看警示教育片时，一种揪心、愤怒

又无奈的复杂心情涌上心头。 宁波

宁海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从事洗

涤剂、芳香剂、车载香水等日用品生

产的公司， 事发当天工人孙常松在

灌装车间调配香水原料时将调配好

的原料倒入塑料桶时突然起火，在

经过用水浇、用布盖、用沙埋等手段

均没有产生作用的情况下， 大火烧

溶塑料桶形成流动火焰， 进而引发

火势蔓延不受控制， 最终导致共计

1100 平方米的整栋共三层的生产

车间全部被焚毁， 直接经济损失

2380余万元，包括公司负责人在内

的 19人成了火下冤魂。

我不禁想：“人的生命大于天，

只要活着，喜怒哀乐、阳春白雪、诗

与远方， 一切关于美好的事物都可

以去肆意追寻。”然而这么多逝去的

人们，他们的生命中又有何种梦想，

何种幸福， 如今却付之一炬无法言

说了。 受这种痛苦影响的不仅仅是

伤亡者家属， 也是我们在视频前观

看的众人。

我一度觉得引起火灾的那位职

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一人

之错就祸害了多人性命， 导致数个

家庭破裂，甚至应该把他打入监牢，

为赎己罪。 直到详细观看了事故分

析和事后事故复原演练， 再结合工

厂监控，才顿感我所想甚是浅薄。事

故发生前的现场， 生产原料、 塑料

桶、堆积的木板、加热炉杂乱无章地

四处摆放着，甚至影响到了通行。违

反安全规章制度、现场管理混乱、安

全隐患视若无睹此为一过； 起火后

该职工想尽各种办法灭火， 甚至到

了无法控制火势的情况下他都没有

想起利用几步之外墙柱边靠着的灭

火器来灭火， 安全知识和消防培训

工作的缺失导致最终酿成惨剧此为

一过；事后经检查，厂房逃生通道、

通风设施的设置不合理也是产生伤

亡惨重结果的一个主因，此为一过。

这些仿佛是在电视剧中出现的画

面， 由于多方对安全工作的疏忽共

同酿成了一场惨剧， 本应避免的事

故却“不意外”地发生了。

六出，取自唐代诗人元稹的《赋

得春雪映早梅》 一诗中“一枝方渐

秀， 六出已同开”。 六出指代雪、雪

花。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

的，正如这起事故，没有人能逃脱责

任全身而退。我只愿说在安全面前，

每一片“雪花”们要将红线常设、隐

患时防，做到时时刻刻警惕，分分秒

秒防御，这样“雪崩”将不再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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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炼厂 肖爱梅

再过几天就是传统的端午节， 我不禁想起了老

家的麦子粑。

“路隔三五里，各处一乡风”。 在儿时记忆里，每

年端午节老家除了有观看赛龙舟的畅快淋漓传统外

还有吃麦子粑的习俗。 麦子粑其实就是类似于馒头

的面食， 但是在食材的选择上要求是当年刚出的新

鲜麦子加工的面粉，这样做出来的麦子粑才好吃。

老家位于长江的北岸， 前有水后有山的特殊丘

陵地带，风调雨顺使老家的麦子长得茎秆粗壮，颗粒

饱满，麦穗如鞭，而且糖分十足。 每年春天，从山坡到

梯田， 层层叠叠， 一片片翠绿如锦般地铺满山村大

地，随着山风的拨动绿浪汹涌，一浪追着一浪，惊扰

了山村的宁静。 在吮吸了大地滋养，吞食了日月精华

之后，随着夏天的催促一望无垠的翠绿开始褪去，慢

慢换上淡黄的新装，从叶到茎，终于赶在端午节到来

之前全都换上奶黄色， 在阳光的邀请下发出叽叽喳

喳的声音，汇成田野里欢快的丰收圆舞曲。

收割的日子是甜蜜的，笑意写满辛劳的脸庞。

刚收割下来的麦子， 大人们要做的是先将脱粒

下来的麦子淘洗干净， 除去杂质和破碎的麦子然后

晾晒干，并赶在端午节之前加工成新鲜面粉。 用作麦

子粑的麦粉极有讲究， 刚进入磨面机的第一遍麦子

和最后一遍麦子加工的面粉是不适合做麦子粑，因

为麦粉中有杂质只适合做面疙瘩和擀面， 只有中间

的面粉细腻白皙更适合做麦子粑， 而且颜色奶白香

甜口感好。

记忆里，端午节的前一个晚上，母亲先将早已风

干好的老面饼掰下大半块放进蓝边碗（大碗）中，然

后放入井水化开，等老面饼全面化开后，母亲才将适

量的新鲜面粉放入大盆中，边加老面饼水边搅边揉，

直到面粉揉成团盆面干净，再盖上毛巾，母亲说这叫

醒面要好几个小时。 小时候家中没有手表闹钟，夜里

母亲一晚上要起来查看好几次，看面醒好没有。 母亲

说，面没有醒好蒸出的麦子粑硬没有咬劲不好吃，醒

过了的面发酸而且颜色发黄， 只有面中气孔大小均

匀，发出淡淡的甜酸味道面就是醒好了。 面醒好后，

母亲将平时从舍不得喝的白砂糖拿出来， 然后与早

就炒好碾碎的芝麻搅拌在一起制成馅， 再将面团揉

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记子， 包上芝麻糖馅再做成一

个个粑坯子继续醒面。 等到粑坯子全部做完，天也才

刚刚亮，而母亲几乎一夜未睡。

在正式蒸麦子粑之前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不

能直接将麦子粑放在粑折上（竹制的蒸格），而必须

在麦子粑下面放上麦子粑叶。 麦子粑叶其实是一种

直径十几厘米的椭圆形绿色植物叶子， 直到现在我

也没有搞清这种植物的名称。 只是记得这种叶子在

端午这天要赶早去村前的朝雾山山顶上采摘， 先将

狗尾巴草顶端打下结， 再将麦子粑叶逐一穿过狗尾

巴草茎秆，一次可以穿上四五十片，要在太阳出来之

前提回家，据说这样蒸出来的麦子粑才好吃。 由于父

亲在矿山工作， 母亲每次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出现

在采摘队伍中。 小时候我们曾自告奋勇要求去采摘，

母亲说山高路陡不让我们去， 直到姐姐和哥哥长大

些，母亲才没有去采摘麦子粑叶。

采摘回来的叶子要先用井水反复漂洗才能用。

灶膛里这个时候火已经很旺了，锅中水也烧开了，垫

上叶子的麦子粑也被放上粑折放在锅中， 然后盖上

锅盖。 母亲赶快将灶膛的火烧得更旺，红橙色的火光

映在挂满笑意的脸上，也赶走了倦意疲惫……

睡意蒙眬中，我们兄妹四个被母亲轻轻地叫醒，

映入眼帘的是刚出笼的奶白色麦子粑， 胖胖的将诱

人的甜香送入鼻息之中， 细心的母亲在每个麦子粑

中间用筷子点上中国红，如一颗红宝石点缀其间，让

人口水直流，新鲜的麦香和叶子特有清香味，咬上一

口有劲道，而且幸福满满。

一笼笼麦子粑出锅后， 母亲总要给左邻右舍送

去一些。 当然家中也会收到左邻右舍送来的麦子粑，

这是乡村的传统。 其实每年端午节是母亲和婶婶们

的一次麦子粑厨艺大比拼。 有时候有的婶婶因为晚

上瞌睡大，睡过了头麦子粑自然也是醒过了头，这样

蒸出来麦子粑自然看相也不好，味道也差了很多，自

然也少不了自家男人的责备， 更重要的送出去也很

尴尬，断是少不了婶婶们的一阵嬉笑怒骂。 不过，在

孩子们的心中，无论母亲做什么永远都好吃。

如今生活好了，我们不再为什么好吃而发愁，而

是为吃什么而发愁， 端午节更是被琳琅满目的各种

食品占据， 老家的麦子粑也随着母亲和婶婶们衰老

或者逝去，在慢慢消失……

端午麦子粑，满满的母亲的幸福味道；端午麦子

粑，记忆里的奢侈……

小时候的端午节是家里做包子的日子。 每每小麦

收割后，母亲就要用花布包了头，在晒场上扬起镰枷

一起一落地脱打麦子。 我对端午节里包白糖的甜包子

并不以为意。 虽然包子在蒸熟时有的会有褐色的糖汁

流出来，一年也只会在大小端午时做一到两次。 我更

中意学校旁边小集上的肉包子。 包子摊在马路边上，

于早上时腾腾的白气使摊主的面像看不真切，路过的

破旧班车经过时还要腾起黄的灰尘，有时，凉的包子

的四周会飞舞几只苍蝇， 趁人不备时狠狠地冲上去。

然而那香味却让我难以忘怀。

吃粽子，似乎跟我的端午节没有什么关系。 乡下

不缺粽叶，而包粽子的糯米却来得并不容易。 糯米产

量低，对于缺乏大米的岁月，种糯米水稻确是一个不

会打算的农夫荒唐的行为。 我家那时，往往有两个月

接不上新米，种田的人家还要买米过日子，于父亲来

说大大的心疼。包粽子的糯米来源成了问题。包子，在

我家那块儿跟端午节似乎更有血脉根源。 小麦是刚刚

收成的，又是五谷之一，一年中最早成熟，用来过五月

的节日，可求“五谷丰登”之吉祥，最为合适不过。

端午节插艾蒿的记忆比较深刻。 端午节那天，家

家户户在门边窗户上插上艾蒿。 我家的老房子有三个

门。 一个门对着一条窄长的老巷，一个门对着黑黑的

旧式老堂屋，黑角落里放了鸡笼，日日公鸡打鸣的声

音清脆嘹亮；一个门对着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干似

乎是青绿的。 三个门边的艾蒿，都插在门框和土砖墙

粗陋的缝里，鲜绿着，斜斜地垂下来。 时光在它们身上

缓缓地溜达，艾叶也就慢慢变黑变脆。 一直要到第二

年端午节，才会被新的代替。

端午插艾，有辟邪防瘟纳福之意。 实则，端午在古

人心中是“九毒日”之首。 五月为“毒月”，有“天地交泰

九毒日”，天气日渐燥热，是中医理论里伤身损气耗精

元的日子。 人易生病，瘟疫易行，蛇虫繁殖，易于伤人。

《荆楚岁时论》载: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

收以炙病，甚验。 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

气。“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插柳以纪念“教民稼穑”的

农事祖师爷神农氏， 兼驱邪祛病之祈愿。 而艾叶，据

《本草纲目》记载:艾叶为纯阳之叶，具有回阳、理气血、

逐寒湿、通十二经、止血安胎等功效。 遍地可见的艾

叶，为寻常百姓护身，想来也是必然。 中医之大成，于

一根一叶一罐一火之间，攻其根本，固其原神，实在奇

妙。 近些年，艾灸之法盛行，街上艾灸馆比比皆是，成

为养生新宠。 古人以艾驱邪毒，今人以艾养生，自是形

势大有不同。

我所认识的端午，除了母亲包的包子，除了艾叶，

就是跟屈原有关了。 公元前 275年的五月初五，以长

铗陆离秋兰为佩的一代爱国诗人屈原， 徘徊汨罗江

边。 那时，秦军已攻破楚国郢都。 居庙堂之高“众人皆

醉我独醒”，去江湖之远“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的屈子，纵身跃入汨罗江，将一身清澈与澄明的江

水合二为一。 据说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皆出于屈子

投江以后人们寻找屈子及防鱼虾伤体之举。 不过我更

相信端午节赛龙舟应是起源南方吴越先民拜祭龙祖

所用的仪式更合乎情理。 古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

于大自然的膜拜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虔诚而极具仪式

之威严神圣。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血脉里，流淌着上古

农耕文明时对龙图腾的天象崇拜与敬畏。 极具民族魅

力意象的赛龙舟植入对屈原的悼念，可见古人对于爱

国的三闾大夫的崇敬之情自是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

端午节跟爱国有关， 跟中医药辽远的历史有关，

跟民生追求福泰安康有关。 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习俗传

承，在端午节这一天达到鼎盛。 2009年 9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

日。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底蕴和华夏文明的精髓，随着

锣鼓喧天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汇入世界民族文化的大

江大河。

端午节实在是该好好过一过的。 端午节该敬三

杯酒，一杯给华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一杯给中国

辉煌的中医中药，一杯给华夏史上有字碑和无字碑

的爱国者。

○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胡少俊

又是麦子粑飘香时

恩

泽

四

海

安全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