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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七夕佳节总是

赶着秋老虎的尾巴，款款地来了。 夜幕降临，

暴雨初歇，暖暖微风裹挟着凉凉雨滴，扑面而

来，这便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只让人感受到酷

暑之后的惬意， 正好应景了七夕关于爱情的

美好期许。

小时候，老师们总跟我们讲，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淳朴而善良， 总是要给悲伤的故事加

一个美好的结局， 用故事的圆满来抵消现实

生活的艰辛。仿佛七夕相会，只是牛郎织女一

个无法实现的、美好的愿望。

再读牛郎织女，我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

神话故事的结局，是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

辜限河梁，充满了悲伤和无奈，而一年一度七

夕相会， 是织女牵牛送夕阳， 临看不觉鹊桥

长，又充满了幸福和欢喜。

在这个故事里，织女为了牛郎，放弃了布

耘织霞的仙女生活，而牛郎为了织女，凭着肉

体凡胎闯上天庭。两个人，都颠覆了自己的既

定人生，来追求彼此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

从心底生出了不畏惧、不妥协的勇气，就是这

样的勇气，打动了王母，这个规则的制定者，

她派了喜鹊给他们传话，给他们相聚的念想。

鹊桥是现实中横跨银河的工具， 而他们相爱

的勇气，早已在心中的鹊桥，支撑着他们遥遥

相望，不离不弃。

这样一想，我愈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

美就美在它的不完美，而这样的不完美，是在

鼓起勇气拼尽全力之后，依然无法如愿，却又

看到了坚持的意义———这像极了世俗里的万

千你和我———我们不禁扪心自问， 还有没有

勇气，为了自己的热爱，搭起一座鹊桥？

而这样热爱的勇气，不仅仅是对于爱人，

还包括了曾经的梦想。

起初，我们或仙女或凡人，都在自己的轨

道上按部就班地向前走。 我们双手捧着梦想，

和自己另一半闯进了世俗生活里， 迫不得已

地腾出手来伺候柴米油盐，收拾琐碎繁芜，不

知不觉地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偶尔转过头，发

现与自己携手之人，仿佛比自己更忙，日日相

见却隔着迢迢银河。 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样的陪伴，才不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

有勇气改变现状而自欺欺人的无奈。 对梦想

保持坚韧，对生活充满热爱，才是爱情最初的

样子呀！ 就像这个七夕的传说，牛郎和织女相

互扶持，相互守望，遇到困难也不退缩，即使

结局不完美， 也依然保持初心， 坚持坚定坚

守。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们终将慢慢变老，是否还能保

持热爱的勇气？ 是不是还在坚持当初毫不畏

惧的努力？ 我们不要再做生活的胆小鬼，再次

鼓起勇气，再次捧起梦想，担当起彼此的顶梁

柱吧。

所以，事不宜迟，就趁着这个七夕，请对

另一半说，让我们一起奋斗吧，为了我们曾经

的梦想架起一道鹊桥。

在遇见你之前，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

在遇见你之后，我想要活成你喜欢的样子。

往后余生，彼此热爱，共同努力，不负光

阴不负卿。

这样，好吗？

○设研公司 刘欣杰

○ 冶炼厂 肖爱梅

这个夏天 ，是秋天的味道 。 下班的路上 ，经过

路边树下 ，凉意仿佛从叶脉中汩汩地流出来 ，微凉

地萦绕全身。 早上醒来时，空气也是凉的，似乎有蟋

蟀轻微地在墙根鸣唱 ，给人一种秋的况味 ，心里无

端地有了异乡的寂寞。

蟋蟀时断时歇的鸣叫里，深深浅浅升腾了乡愁

的味道。 余光中老先生写给流沙河的信里说

:

“在海

外 ，听见蟋蟀叫 ，以为就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

只。 ”我虽然从未远离过家乡，可似乎特别敏感于那

种背井离乡之情 。 初中住校时的第一个中秋节晚

上，圆圆的月亮在山坳浮起来，一切清晰又朦胧，我

和几个同学坐在草地上， 吃着从家里带来的月饼。

那时，月光已经有凉的感觉了。 它照着一切，也仿佛

洒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她让每个少年把心里的秘密

放逐了出来。

都聊起自己的过往，那些过往被月光浸透 。 一

个同学是父母抱养的， 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不

知道自己的故乡。 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李白的《静夜

思 》，也写过老师给我们布置的 “月是故乡明 ”的作

文 ，知道对月抒怀 。 她突然跪于地上 ，上身立如礁

石，对着圆圆的月亮，哭出了声。 从那一天开始，我

知道月光原是有伤痕的。 那一刻，我特别想念父母

和我的村庄。 说来，我真是一个特别没用的人，没有

离开过家乡生活 ，也曾从心里想象着离开 ，终是不

舍。最远和时间最久的一次是去北京。六天时间，第

四天就开始不可抑制地想念。 虽是游玩，家乡也不

能让我长久地远离。 去年去神农架疗养，四天时间，

吃喝住行全不用操心 ，还有同事陪伴 ，可我还是诸

般不适应，异乡就是异乡，回家的心情迫切。

我想 ，我是一个一辈子也走不远的人 ，远远比

不得父亲。 父亲退休以后最远去过新疆和松花江一

带，他很享受在异乡的打工生活。 记得他在松花江

畔时，给我发过一条信息

:

这里很好 ，看到凤凰卫视

了，他们拍得很仔细。 想着不认识多少字的父亲，看

到凤凰卫视时激动的心情，还笨拙地一个字一个字

给我发信息的情景，我的心里对远在异乡的父亲的

牵挂，就在眉眼嘴角浅浅的一笑里释怀了。 前几年

哥哥想买房子的时候 ， 父亲建议他们去武汉郊区

买，我极力反对：那么远，离大冶太远了。我的生活，

一直是以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为圆心的，半径在黄

石范围内 。 也曾经无数次问自己

:

如果再买房子会

在哪儿买

?

所有的顾虑都是跟家乡的远近有关的 。

我实在是不能忍受离我的家乡和亲人太远。 虽然并

不常见，离得近毕竟心里安稳。

近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

:

外婆一

看到这种鸟就像小孩子一样惊喜 ：“花脸雀

!

花脸

雀

--

我们放生铺的花脸雀怎么飞到这里来了？ ”放

生铺———她的故乡， 她

90

年的时光里生活了近

30

年的地方。 我被这样一番情景深深地打动，从而也

记得了一种叫“花脸雀”的鸟儿。 每个在异乡的人，

都会用光阴把有关故乡的符号一天天一点点地雕

塑在心里吧！ 一想起来就是满心的欢喜又满心的惆

怅，甚至于疼痛。

著名作家迟子建的故乡在漠河的北极村 ，那里

有大兴安岭，有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和雪野。 雪给了

她文学的灵感，那里还有深爱她的外婆。 离开那个

北方以北的故乡以后，她写过很多很多有关故乡的

文字，故乡的黑龙江，故乡的大兴安岭，故乡的外公

外婆。 外婆在世的时候，她每年都会回那儿生活一

段时间 ，陪伴外婆 ，深深呼吸乡土特有的气息 。 她

说

:

“无论什么季节 ，我都要做有关雪花的梦 ，哪怕

窗外是一片鸟语花香。 一个人，哪怕他离乡十万八

千里，他的行囊里，他的房间和梦里，会永远挤着他

的故乡。 在一个人的心里，故乡的风景永远最迷人，

最让人魂牵梦绕地相思。 ”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似乎也成了我的故乡。 一望

无际的青纱帐和像野马一样奔腾的胶河，我似乎已

经在那里生活过很多年。 高密是莫言文学创作的地

标，也是他创作的源头和精神的故乡。 在胶河滞洪

闸 ，胶河上的小石桥和一望无际的青纱帐 ，他的文

学作品像他和家乡一起孕育的孩子一样呱呱坠地。

这些作品，都是他离开家乡以后创作的。 只是，他的

灵魂一直在家乡游荡。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 ”故乡于一个人，既如母亲，又如初恋情人。

对于故乡，“出走半生，归来依然少年！ ”每次听《我

的中国心 》这首歌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听起来都

能让人激情澎湃，虽然我不曾离开国土方寸。 最近

一次听它是在不久前黄昏的山脚下，来来往往散步

的人很多，声音是在一处凉亭下的石桌上升腾起来

的，传得很远。 奔流不息的长江，蜿蜒绵亘的长城，

是海外游子的故乡。 故乡很小的时候，她是一个村

庄，一所旧房和亲人，甚至是一只看不见的蟋蟀。 故

乡很大的时候，她是

960

万平方公里山河。

故乡 ，是父母亲人 ，是发小乡邻 ，是青春梦想 ，

也许还有苦难。 然而，她长在一个人的血脉、骨骼和

基因里，是过去，也是永远

!

故乡

七夕佳节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三岁，我便能熟背唐诗三

百首，但背得最多、记得最深的一定是这首

《悯农》。每次吃饭，母亲都会提醒我双手端

碗，米饭要吃得一粒不剩，碗里要吃得干干

净净， 否则就不能下桌， 让我背一遍《悯

农》。

孩子的天性，多少有一点既想要这个、

又想要那个，全部都想要。碰到桌上摆了一

堆好吃的，我就不停地夹筷子，把碗堆满。

母亲会批评我：“碗里的东西， 吃完了才能

再夹。 ”有一次吃苹果，左手拿一个，右手拿

一个，左手吃一口、右手吃一口，吃得正得

意，父亲跟我说：“两个苹果，你吃得完吗？”

我逞强道：“我吃得完。 ”父亲说：“那好，不

吃完不许吃别的东西了。 ”结果是我硬撑着

吃完了，自此再也不敢高估自己的胃了。

长大后， 请客吃饭， 总是要点多一些

菜，生怕没把客人招呼好。在我们的餐饮文

化中，要有酒有肉，要年年有余、餐餐有余。

渐渐地，淡忘了儿时父母的教诲，不再吃得

“一粒不剩”，而是每样吃得剩一点儿，以此

证明自己真的吃饱了， 也避免让人觉得我

“没吃过东西”甚至是“没见过世面”。

事实证明，我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

大学毕业后， 我去广东电视台实习，“餐饮

观”被重塑。每一次聚餐，都是一次“光盘行

动”，就算是去食堂吃饭，大家也都吃得干

干净净， 倒是让我这个吃得略有剩余的人

显得分外“另类”。有一次外出采访，中午在

一家小餐厅吃饭，所有人都吃饱了，正准备

走， 一个编导老师说：“哎呀， 这个汤没吃

完，我打包回去吃吧。 ”我当时无比惊讶，因

为那碗汤里就剩了一个撒尿牛丸和两三片

青菜叶，在我的认知里，这已经算是“吃完

了”， 这么一点点剩余都要打包的情况，在

我人生的前二十几年里从未遇过。 但正是

这一次经历，让我彻彻底底刷新了认知。换

作我的生长环境， 打包这么一点菜水恐怕

会遭人耻笑，但当场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觉

得这是个奇怪的举动， 反而服务员过来认

真地帮忙打包， 那位编导老师小心地接过

手提走。

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我心中的答案完

全颠覆。 实习完毕回到湖北， 每次聚餐吃

饭，再看到身边那一桌桌浪费，心中不再平

静。 我又回到了儿时那个吃饭一粒不剩的

我， 还会苦口婆心劝身边碗没吃干净的朋

友：“别浪费，粒粒皆辛苦啊！ ”

粮食，是地球的馈赠，是劳动者智慧的

结晶，更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关乎每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

出重要指示。 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

惊心、令人痛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约粮食，杜绝

浪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粮”

心。

○公司总部 何婷婷

点滴思考

○ 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王青

一次偶读，看到“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句很耐人寻味的

话。 这是鲁迅作品《狂人日记》里的句子，是对当时现实的讽

刺，人民麻木不堪，只知苟且偷生，不知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挑战。 虽然时过境迁，但这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放在今

日，对于企业的深化改革，还是有其深远意义。

近期大冶有色公司开展的“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活

动，虽然我们不是制度的制定者、规划者，但我们是参与者和

践行者， 这让我们对企业生产经营现状有了更多的思考，也

需要我们在改革、对标、创新过程中，敢于对现状说“从来如

此，便对么”。 技术人员调岗做车间管理，从来没做过；专业技

师浮选工，药剂加入量远远高于常规剂量，从来没做过；电器

工程师换锁芯，从来没做过；在充填体下端试探性回采有价

矿石，危险啊，从来没做过……“从来如此”不代表一直是这

样，但一直永远就只能这样了么，一直这样，那么这样就对

么？

改革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创新更要集思广益采取非

常规手段，要敢于对“从来如此”说不。 对标工作对的是效率，

而不是总量，“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的思想要剔除。 对标指

标的设定也不是越大越好，比如铜矿石资源品质、资源储量。

对标的指标数量也不是越多越好，少而精，逐一攻克，才可以

有针对性的提升效率。 对标的对象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 既

可以是同行业龙头企业， 也可以是本企业同期最好水平，也

可以是班组之间的对标，不应该是静态的、固化的对标指标，

应该是动态的，只要有利于提质增效的，都是好的对标方式，

怕就怕在对标流于形式，对生产、经营带来不了半点促进，反

而增加工作的负担，徒劳无功。

不改革、企业得不到发展，不对标，企业缺乏竞争力，我

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 问问自己：“从来如此， 便对

么？ ”

人生小记

职工摄影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胡国平

专注

生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