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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多清新

悄悄掠过草尖的风

云朵多妩媚

羞羞邂逅蔚蓝的天

晨雾多淡薄

柔柔爱抚沉睡的草

依稀记得

熟悉的身影从田埂走来

扛起沉重的犁耙

依稀记得

塘边的小猫倒映在水中央

舔着软绵的小爪

于是 山村的清晨

缓缓绽开 等待

甜甜的雨露哺育它

暖暖的太阳亲吻它

年复一年 冬去春来

又是一幅清新而绮丽的图景

山村的清晨

○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晴梓

铜都诗抄

在我的记忆里，有几位老师是记忆深刻的。

一位是小学的语文代课老师。他本是一位

退休老师，因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生孩子，学

校请他来代一段时间语文课。 小学生大多顽

劣，调皮捣蛋的有，恶作剧的有，做小动作的

有， 反正就是不好好上课。 要不说姜是老的

辣，这位老师已经退休，教了多年的书，什么

样的学生没见过？ 只见他一走进教室，先扫视

一圈，班长见老师进来，喊了一句：“起立！ ”大

家齐刷刷站起来喊“老师好！ ”老师点头：“同

学们好！ ”师生问候完毕，大家坐下来，准备上

课，这时教室后面已经有人开始小声说话，眼

看讲话声有蔓延之势， 老师不动声色地说：

“今天我们先来讲个故事。 ”在那个物资匮乏、

书籍更是少得可怜的年代， 听故事是很吸引

人的一件事，大家一听老师要讲故事，立马竖

起耳朵来听，也顾不上刚刚悄悄话讲到哪了。

一个小故事开头，顽童们不知不觉注意力

已经集中到老师身上，一堂课就这样轻松地上

好了。 记得一次停电，大人们都去帮忙拉电线，

我们一群孩子在学校也没事干，学校也不放心

我们一群孩子到处跑，就要我们上学，课是上

不了的，是这位老师带着我们在教室里讲故事

给我们听，我记得当时外面天阴沉沉的，但没

有下雨，我们一群孩子个个坐好在自己的座位

上，伸着脖子听老师慢条斯理地讲故事，一个

接一个的故事，整整一个下午，现在想想，老师

脑袋里怎么有那么多故事，现在还记得的“鲁

迅踢鬼”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听的。 这位老师在

我们这群顽童的眼里，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许

多喜欢捉弄人的男孩子见了他，都恭恭敬敬地

喊“老师好！ ”丝毫不敢造次。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们小学的校长，个子

高大，身材魁梧，据说喜欢打人，男孩子都怕

他。一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数学，算错题要挨

打， 我亲眼见到一个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生

因为算错了 5 道题，被打了 5 板子，手都被打

肿了，一声不吭地回到座位，眼泪都在打转，

硬憋着。看他的可怜样，我吓得赶紧再检查一

遍自己的作业，生怕算错哪怕一丁点。至今我

都有习惯做过的事情都要至少检查一次，不

能出差错，“错了就要挨板子” 老师的话多年

过去仍犹在耳边。

还有一位女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皮肤

白皙，讲话细声细气，从不发脾气，很漂亮，也

许 是 人 性 的 本

能， 对美好总是

向往的。 我们都

很喜欢她， 一次

上课她充满感情

地向我们介绍了

一个城市：大连。

我记得当时她的

脸上带着微笑 ，

似在回忆， 她说

大连非常漂亮 ，

很干净， 白衬衣

穿一个星期都是

干净的。 这句话

就像一粒种子在我们这群

孩童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我

们对一个美好的城市充满

了向往。

还有一件趣事，是关于美术课的，我们那

个年代美术、 音乐等这些所谓副课是没有专

门老师教的，都是语文或数学老师兼的。一次

上美术课，老师要我们画自行车，还特地把他

新买的自行车搬到教室，放到讲台上，让我们

照着画， 大家都很好奇， 围着自行车转来转

去， 一节课的时间对我们这些没有接受过正

规美术教育的乡野孩童来说， 想画好是不可

能的， 但是老师的举动却让我们养成了观察

的习惯，每每看到一个有模有样的物品，我都

会不自觉地在脑海里勾勒它的形状， 进而形

成一种初级的审美， 我想这应该是老师交给

我们的一种宝贵的财富。

中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化学老师，还

是学校的副校长。 人长得高高大大，很健谈，

总是笑眯眯的。 上课风格幽默，同样的话，从

他嘴里说出来，总能让人会心一笑，上他的课

最轻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所有的瞌睡虫

都被赶跑了。 奇怪的是他每次上课至少有四

分之一的时间在讲与化学无关的笑话， 我们

班的化学成绩还总是遥遥领先，从未拉下过，

这让我们即骄傲又佩服。

学生时代还有好多好多老师，他（她）们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教我们知识的同时也教我

们做人的道理。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学生想送

上最诚挚的祝福：老师，节日快乐！ 愿您身体

健康，心情愉快，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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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餐桌

开学季 ， 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回到了校

园，有的成为新生，有的进入毕业班。永远有操

不完的心的家长们依旧忙碌，从假期上网课的

督导员变成了操心一日三餐的营养师。

同事芸的儿子正式从幼儿园升至小学一

年级 ，这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 ，但我听她说起

来却觉得异常复杂。在幼儿园还没毕业前她就

已经为孩子即将进入小学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网购了最新版的语文和数学教辅书、小学生必

背古诗词 、必读经典作文 、小学生奥数教材等

等，还请了一位资深的退休老师专门给孩子讲

学前教育方面的入门基础知识。 除此之外，她

还托人到处打听一年级带班主任和所有学科

老师的任职情况，她说要尽最大努力把孩子送

到最好的班，交给最好的老师带。

同事小李的女儿今年从小学部顺利升至

初中部，这个小妮子我见过，活泼可爱，口齿伶

俐，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 小妮子成绩很

稳定， 小学六年一直在年级前十的名单里，听

说这次小升初考试依然是名列前茅，也难怪同

事去年就提前买好了学区房，料想三年之后进

入重点高中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朋友军哥的儿子今年高考， 据说没考好 ，

但依然过了一本线。 所有人都向他祝贺，可他

却逢人就说孩子没考好，家人很烦很担心。 我

实在不明白都考过一本线了，为什么还不高兴

还要烦还要担心呢？ 军哥说，虽然分数是过了

一本线 ，但是险过 ，学校一般会按分数从高到

低录取，他很担心孩子不能如愿进入他们心仪

的学校，更担心孩子不能选到一个好专业。 军

哥的想法直接影响到了孩子，我见到已经考得

高分的小军同学情绪低落，一点都不像已经结

束高考并取得好成绩的孩子该有的模样，满面

愁容，满眼忧思。 看到他坐在客厅角落里一副

“不知未来在何方”的样子，我莫名伤感。

我的小胖儿子已经正式进入初三年级 ，通

过最新的课程安排和老师反复在群里强调的

一些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我很明显地感觉到

作为毕业班 ，老师和孩子们的压力很大 ，学习

任务很重，而时间也更紧了。 几位家长毅然放

弃了之前拼命求着孩子去参加的兴趣班、特长

班，把家里花“巨资”买来的钢琴、扬琴、小提琴

等 “珍宝 ”披上防尘罩 ，束之高阁 ，全身心投入

到帮孩子“抢分数”冲刺中考的氛围中。还有几

位家长加大了请家教 、 上补习班的力度和频

次， 他们的孩子除了学校安排的 “每周六、周

日 ，从早上七半点到晚上六点四十 ”的正常校

园学习外，还要在每天晚餐后和周日额外上家

教补习课，这几个孩子中有成绩非常拔尖的也

有成绩中等甚至偏下的。成绩好的请家教上补

习课是为了巩固 、加深印象 ，成绩不好的请家

教上补习课是希望能借以得到改善提高。

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或许每个家长都

有各自的想法和做法， 但出发点却一定相同，

无一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都

希望孩子们能走最平顺的路 ， 过更优质的生

活。只是没有几个孩子能真正理解家长们精心

为他们筹划的这一切，就像也没有几个家长能

真正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一样。

无论是放假了还是开学了，家长们依旧操

心着忙碌着，孩子们依旧学习中努力中。 梦想

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悄悄发芽，唯愿阳光

普照 ，照亮每一个人的内心 ，能让每一个怀揣

梦想的孩子和心系稚子的家长都能得偿所愿！

努力中的孩子，操心着的家长

隐约记得小时候在稻田捡稻穗的事情。

水稻割完收走以后，稻田里会遗落一些稻穗。

村里的小孩子们就会如麻雀一般散在稻田

里，寻宝一般把稻穗一根根捡起来，拿去称重

以后算工分。 颗粒归仓，粮食贫乏的岁月，一

株稻穗也是沉甸甸的希望。

田地分到户以后，我家有三亩多田，要供

应五个人的口粮。每到“双抢”时节，全家老幼

都要披星戴月挥汗如雨数天。 我也会“浴火重

生”，变成“非洲大黑妞”，到了秋季开学，都不

好意思站在老师面前。农村娃都是如此。每年

的“双抢”是农村生活最苦累的一段日子。 村

里的耕牛更是日日夜夜劳作，水田里拉犁，禾

场上拉石磙，一刻也不得闲。

那时候常常是满天星光就被大人拉扯起

床，太阳出来以前要把水稻割倒晒好，如果是

插秧，须干到日上三竿才能吃早饭，吃完还要

继续去田里，累了歇气回头时，会发现身后水

田像海那样尽头遥远。 太阳恶狠狠地瞪着大

地，人感觉不到一丝风的眷顾，整个田野就像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水田里还有蚂蟥，总是死

皮赖脸地粘在腿上吸食鲜血，让我惶恐不安。

那时要拼命地读书逃离农村， 我想应该跟它

们有很大关系， 它们在我人生后来的梦里也

存在了很多年。 到正午快 12 点时，父亲才会

让我跟妹妹先回家，一个去洗全家的衣服，一

个做全家的饭。 我俩如得了大赦一般，赶快逃

离。 农忙期间，父亲的活还要多一些，犁田扯

秧，全是男人才能干的重活累活。

小时候，父母亲就会告诫我们吃饭时吃

多少就盛多少， 饭菜不小心撒到桌上要拈起

来吃掉，撒到了地上就会受到责备。 其实落到

地上的饭粒被脚边眼巴巴望着的一只鸡急忙

啄了去，其他没抢到的就悻悻地，搞不好还要

为那几粒饭打得一地鸡毛， 半粒米也浪费不

了。 吃完饭后的饭碗是绝对不能见着一粒米

饭的，人人如此。 我们都用汗水体会过“粒粒

皆辛苦”，不像现在的孩子，让饭碗不留一粒

饭以为是小题大做。 他们往往不知道粮食是

怎么来的。

“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 粮食的来龙去脉使我懂了

生活的艰辛， 也使我懂了收获需要付出时间

和汗水， 因而我对粮食有一份不可薄之弃之

的执念。

从农村到城里生活， 珍惜粮食的草根传

统从农村带上了人生之途。 父母教给我的，我

也言传身教薪火相传。 素菜一般都是当天吃

完，荤腥菜就要用公筷夹取，剩下来吃不完的

少许，里面有花椒辣椒姜葱蒜等，绝对算得上

精华， 用来煮面条或者是米粉， 真是人间至

味，这个还是跟同事闲聊受到的启发，算得上

“光盘行动”的升级版！ 犹记得小时候在农村，

红烧肉的盘子里面的肉渣油我们能拿来拌着

吃一碗白饭。 冬天吃火锅，我家也会用公筷。

剩下来的汤底，第二天煮面条当早餐，方便又

美味。 吃过这样的汤面，外面早餐面条对我几

乎没什么吸引力。这样变“剩”为“宝”，不知同

路有几人。

现在，虽然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丰收，可是

粮食问题依然是国计民生大事。 2020 年 7 月

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期间，来到素

有“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美誉的松辽平

原，视察粮食生产情况。 总书记站在辽阔的松

辽大平原的青纱帐前谈道： 中国的财力增加

了，但决不能大手大脚糟蹋浪费。 无论是在丰

收的田野上，还是在大小会议上，习总书记多

次强调节约，反对浪费。

说起来，中国作为人口超级大国，人均耕

地面积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俄罗斯

是中国的 9 倍。 口粮问题确实不容乐观，更不

用说有底气去浪费了。 如果考虑到自然灾害

等因素，粮食形势更是堪忧。 尤其是今年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更是给我们

敲响了粮食的警钟。

8 月 12 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向全体员工发出了倡议书，号召“传承勤俭美

德，培养用餐文化，改善食堂菜品，强化监督

检查”。 公司上下利用报纸、微信公众号、电子

显示屏、宣传栏等广为宣传“拒绝餐饮浪费，

从你我做起”等节约文明新风尚。 冶炼厂工会

开展了“珍惜粮食、节约用餐”的专项活动。 9

月 4 日，冶炼厂在食堂门口开展“珍惜粮食、

节约用餐、从我做起”的千人签名活动，厂长

万黎明带头在火红的条幅上， 郑重签上了自

己的名字。 活动现场，前来就餐的干部职工纷

纷参与，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为餐饮文明助力

加油。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其中的“不

愁吃”放在首位，“民以食为天”，是亘古不变

的真理。 粮食，无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

还是无尽的将来， 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尊贵地

位，需要我们心怀敬畏之心。

○冶炼厂 肖爱梅

粮食

○ 金格公司 王文霞

公司总部 徐芳玲

铮铮钢骨拔地起

职工摄影

亲情物语

金秋 9 月，

公司 40 万吨项目建设战正酣，

各项目组员工撸起袖子加油干，

攻坚克难冲目标，

用奋斗与时间赛跑，

熔炼主厂房铮铮钢骨拔地起，

你是金秋最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