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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我们激情燃烧的业余时光

国庆中秋同庆的节日气氛还余温犹存，那

天，冶炼厂调度科的小广场上，秋阳高照，聚集

了来自各车间的职工。大楼的一大片玻璃幕墙

上，铺陈着蓝天白云和一些厂房，下方离地人

余高的地方，横拉的红条幅上：冶炼厂“爱我有

色，我爱有色”职工趣味运动会。 马路对面，炉

火熊熊。

上班很多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运动会，

我是一个不惯于运动的人。这些项目只需要一

些小小的技巧，一看就会，临时操练一番就可

以上场开赛。“无敌风火轮”项目里，十个人站

在环形的彩带里步伐一致，前移彩带，类似于

履带车的前行。 这是需要团结协作的活动。 最

激动人心的是“同心击鼓”。一面红彤彤的鼓被

十组红绳牵扯着操控中心的鼓面被空中落下

的小球敲响。为了让那个小球能稳稳地跳落在

小鼓上，围成圆圈的十个人一个个张开手臂如

老鹰展翅，双腿拉开马步，同心同力纵横移动

如斗牛勇士。 小广场上，气氛既热烈又紧张。

冶炼厂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文娱活动，比

如登山比赛，比如庆祝“三·八”活动，比如元旦

前后的迎接新年职工文娱活动。公司工会除了

文体活动，也经常开展诸如烹饪培训、插花工

艺、瑜伽培训、书法培训、英语集训等培训活

动，一件件数来，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多姿多

彩，只要你有一技之长，都能让它在这片土地

找到合宜的土壤像一棵植物那样欢欣生长。我

哥哥很喜欢唱歌，矿里举办的晚会让他唱亮了

他的嗓音，来公司参加演唱比赛时租了演出服

上台，兴高采烈地让我去观看。台上的他，一扫

平常的平凡形象，高昂响亮的嗓音像战马踏落

的马蹄那样充满力量与激情。来到我们公司上

班以后的哥哥，已经跟在乡村里不一样了。 他

的歌声，有了霓虹灯的舞台和霓虹的光芒。

我的业余时光里，喜欢写一些文字。 公司

经常会有征文活动，征文主题一般是跟国家以

及企业的主旋律合奏，常也会精选一些作品成

册。 公司报纸、电视台、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更

是公司写手们激扬文字的疆土。 2019 年下半

年关注了黄石地区的几个文学公众号以后，发

现了很多活跃其中的公司员工的身影。他们璀

璨的文笔把公司的铜草花写得摇曳生姿，给地

层深处、熔炼炉台上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汉子

披上闪耀的战袍，把企业的文化理念融入笔端

的一字一句。我跟作协的朋友闲聊时常会截屏

给他们：“看，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朋友就会

由衷地说:“你们公司不少人才啊！ ”那是，我们

公司的人才远不止这些人。

2019 年 7 月 30 日，“劳动筑梦”全市职工

演讲比赛在市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公司女选

手进入十强，喜获三等奖、最佳人气奖。比赛前

夕，公司职工摄影协会紧急制作了“今夜为大

冶有色荣誉而战”的美图美篇，号召广大公司

职工为公司员工投上深情神圣的一票。拉票美

图汇集的几十张反映公司职工昂扬奋斗精神

的优秀摄影作品，如一炬炬闪耀的圣火，璀璨

了公司职工的精神风貌，看了不禁让人要为公

司鼓与呼。 时光回放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的

公司职工会员日，来自公司网球协会、登跑协

会等七大协会的 300 余名会员齐聚一堂，共赴

公司体育盛事。 如今，黄石“全马”第一个破三

小时记录的人就来自公司。 在这里，我省去了

所有人的名字， 因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中色大冶。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里，老中青少四

代有色人欢聚公司体育场，老年运动协会的老

人们把一条空竹手龙舞得呼呼生风，揉力球飘

飞的彩带幻飞成晚霞的云彩，小提琴手、吉他

手的伴奏先后冉冉升起，长跑协会会员们的矫

健英姿在跑道上如绚丽的风。《我和我的祖国》

深情震撼的歌声响彻铜都。当两位坐于轮椅上

的耄耋老人孩子般擦拭眼角的泪花时， 我知

道，文化汇集成的河流，已用它几十年的岁月

悄然哺育滋润着一个国企，并日益蓄积了磅礴

奔腾的力量。 写这篇文章之时，我一遍又一遍

地看这段视频，那种文化的芬芳和张力让我情

不自已热血沸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们

的铜冶文化， 传承于古矿冶青铜文化的源头，

被时光的洪流冲积出一扇文化的沃土，它滋生

着智慧，责任、自信，自强，孕育着振兴中国金

属工业的梦想。 我只想在闲暇时光以手中之

笔，蘸心海深情，记载公司的风雨征程。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纸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

请允许喜爱唐诗宋词的我在激动之余轻

狂地朗诵传自大唐的《秋浦歌》。秋浦是盛唐时

的铜产地，可惜李白没有来过铜绿山的矿冶之

炉！

○冶炼厂 肖爱梅

有色情怀

点滴记录

“刘记者来了，大家加把劲好好

干！ ”“刘记者，抖音什么时候发出来

呀？ 我们大家给你点赞！ ”……现如

今， 每次到工作现场拍摄视频新闻

时， 工友们看到我来了， 都很是高

兴。 夸我的抖音拍得好，喜欢看，有

时还催着我发抖音短视频哩！

抗击疫情、 防汛抢险、 节能降

耗、 创新创效……他们坚守工作岗

位， 用智慧与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骄人的成绩， 他们才是新时代最

可敬最美丽的工匠， 他们才是最应

该受到点赞的人， 我只是将笔头镜

头对准他们的记录者， 然而在他们

眼里我仿佛成了众目睽睽的“明

星”。

在矿山从事企业文化宣传工作

已有七个年头了，经常下车间、到井

下、 进采场……与工友们的关系也

亲密了许多，虽然并非是专业记者，

但在矿山这些矿工总是热情地叫我

“刘记者”， 每次总让我感到非常汗

颜。 喜欢拍小视频缘于记录二胎宝

宝的成长片段。 2018 年“双十二”的

那一天， 妻子拍了两段二宝突然会

走路的视频发给我， 走路的样子甚

是可笑。 那一天，二宝刚过一周岁又

一个月余，只见他迈着八字形腿，走

路时两只胳膊像鸭子的翅膀扇动

着，随着脚步的前进，胳膊时而左时

而右地两边晃动着， 保持着身体的

平衡。

我将两段二宝会走路的视频剪

辑合成在一起上传至个人微信公众

号之后，传给我老家的舅舅、舅妈及

亲戚们欣赏， 他们都为我们小家庭

小宝贝的茁壮成长感到由衷的高

兴。

尔后工作之余，我喜欢在矿区到

处走一走，看一看，在丰山上过学、

工作的我，见证了矿山的发展历程，

总喜欢用独特的视角观察丰山，总

会发现它是那么的秀丽，多姿多彩。

炎炎夏天， 在食堂吃过午饭回宿舍

的路上， 看到路边山坡上生长的狗

尾巴草在阳光的照射下， 是那么的

娇艳，那么的晶莹剔透，忍不住掏出

手机，设置模式，调好光圈速度，扒

在那石阶上再找一处前景， 慢慢地

对焦，就那几株狗尾巴草，我都能在

高达 40 摄氏度的太阳下拍上一晌

午。 干净整洁的车间厂房、孩童时期

就读过的丰山铜矿子弟学校、 矿区

绿色植被、各种各样的花卉，以及爱

好舞蹈、 健身运动的职工及家属等

等， 这些都是我刚开始拍摄短视频

的素材， 拍摄完成之后通过手机剪

辑合成输出，非常方便快捷，刚开始

我将制作好的视频转发至朋友圈及

个人微信公众号， 受到领导及同事

的关注与好评。 后来发现抖音是个

很不错的平台，国家的外交、军事、

时政新闻、 社会新闻等视频信息都

搬运到了抖音平台， 而且信息更新

传播速度快。

我也尝试将矿工们劳动竞赛、党

员“三日”、绿色矿山、疫情防控、防

汛抢险、 好人好事以及文体活动等

工作通过抖音短视频与视频号载体

进行广泛宣传， 受到矿山职工及家

属、公司兄弟单位职工、离开丰山多

年的青年人、 退休老一辈矿工师傅

们以及周边村民等的广泛关注，并

受到他们的点赞与好评。

看了我拍的《这里是丰山》系列

短视频后，网友卫脊

康说：看了你的视频

好想回家，满满的回

忆！

网友万紫千红

说：丰山，多么熟悉

的地方，乡情不忘！

网友龙少爷：离

开丰山铜矿 20 年，

抖音太强大了，还能

刷到，丰山铜矿越来

越美！

网友秀秀、多米

狼外婆：看到丰山铜

矿的人好亲切！ 给丰山点赞！

看了我拍的丰山铜矿抗洪抢险

突击队在上巢湖江堤防汛抢险以及

彻夜 巡 堤 的 视 频 ， 网 友 “用 户

9491175049376”说，保护我大上巢的

家园，你们辛苦了！ 网友甄好说，感

谢你们，正是有你们这些守卫者，才

能让我们安安稳稳过日子。 同时，也

有很多网友留言，兄弟们辛苦了，注

意安全！ 由衷地表达了对丰山铜矿

抗洪抢险队员的感恩之情。 我拍摄

的抗洪抢险视频点击浏览量达 4.4

万次，点赞达 8000 余个。

还有一位老年网友看了我拍的

《对标再出发， 改革再深化———丰山

铜矿选矿流程改造》短视频后留言：

那时候我从农村来到矿山参加矿山

建设直到投产，尽管离开了丰山，但

常常回忆那个年代的我们， 非常关

注大冶有色和丰山铜矿的发展与进

步！ 时常在梦中回到我曾经工作过

的地方， 现在看到丰山的进步很高

兴！ 祝愿在丰山铜矿的后辈们奋发

图强，为现代化的矿山而努力奋斗！

……

丰山铜矿，这座古老的矿山承载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 这里留下

了他们奋斗的足迹与太多美好的回

忆。

我拍摄短视频之初，只是为了记

录丰山之美，见证矿山建设发展，留

作纪念，万万没想到身边的同事、职

工家属、周边村民、在外务工求学的

矿山子弟以及年过古稀曾参加矿山

建设的老一辈矿工等如此的关注与

赞扬， 这些坚定了我拍摄更多优秀

作品的信心， 更好地宣传丰山发展

建设，讲好秀美丰山新故事。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 刘鑫涛

用短视频讲好丰山新故事

在这个秋意渐凉的季节 ，大山扬起手向我

们呼唤，就像母亲呼唤着她的孩子。生在群山环

绕下的小山村里的我从小见过山的威武雄壮 ，

那熟悉的山一直陪伴着我走过幼年 、 童年 、青

年、直到步入中年。 我没有对山的好奇，却有着

对远方的向往，国庆节刚过，我就踏上了去襄阳

的旅程， 来到了据说全国最富有且文化底蕴厚

重的偏远山村———尧治河村。

在我的印象里， 山窝窝里的小村庄向来不

算富裕， 一代又一代的族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 山里的野果作物因为山路十八弯

而难以运出山外， 思想文化也跟不上时代了节

奏，落后、贫穷似乎是山里人的标配。 直到我坐

上通往尧治河的客车， 走在那蜿蜒曲折的山路

上 ，穿过一个个山洞 ，沿着山底前行 ，在一个挨

着一个的高山间盘旋，七绕八弯，路的两侧是高

山，沿路的山坡处时而可见一两户人家。随着车

驶进群山中，有了一种深藏山林的感觉。公路是

沿山而修， 我们从这山转到那山， 一路盘旋向

上， 不知不觉中爬上了山腰，看

着路边那深不见底的山谷，有些

许害怕 ，抬头 ，不远处就可见山

顶一个连着一个， 那惊险程度，

不亚于在几十层高楼上往下望。

这里的山 ，一座连着一座 ，是我

这么多年都未曾见过的多，真不愧是山区。

走进这片大山， 村民的房屋稀稀落落地坐

落在大山深处 ，只不过 ，那同样的房屋造型 ，同

样的二层小别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告

诉了我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听

村里的人讲，尧治河在几十年前，还是个贫困的

小山村， 那时候的村民， 住的是泥砖筑的土坯

房， 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 吃的是自己种的粮

食 ，遇到天灾 ，甚至是食不果腹 ，那是我们这代

人无法想象的一种生活。大山里有磷矿石，可是

没有路 ，运不出去 ，村委就琢磨着改变这一切 ，

号召村民们一起来开山凿路， 凭借着大家的坚

持努力，硬是凿出了一条通往山外的路，把挖出

来的矿石运到了山外变成了改善村里生活条件

的第一桶金。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痛苦的，而村

民愿意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大山里不但

山多，水也多，水从山顶处一泻而下，源源不断，

遇到大雨倾盆，那山泉就会变成一个魔兽，引起

洪闹灾害，把村民种的农作物摧毁，甚至颗粒无

收 ，这时的村委 ，又开始想心思 ，怎么把水有效

地利用起来为村里谋福利。 就这样， 村民们筑

坝，建水电站，将水能变成电能，送到山外，一个

个发电站在尧治河村扎根，改善了山里的环境，

也为村民积累了财富，真应了那句老古话：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 美丽的大山，有着外人不知道

的风景，村委就琢磨着把山外的人带进来，了解

这里的风土人情 ，于是 ，发展起了旅游业 ，同时

也将这个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一个文明村。 尧

治河村在这片大山里， 靠着这里独特的地理位

置 ，在村里领头人的带领下 ，走出了大山 ，走上

了富裕，村里建起了两个住宅小区供村名居住，

建起了村里第一个全封闭式小学， 建起了第一

个村建养老院， 实现了村里的孤寡老人老有所

养 ，老有所依 ，村建企业遍布各地 ，为社会贡献

着自己的价值。

纵观尧治河村的发展历程 ， 感慨着这惊天

动地的变化，在我们这些山外的人看来，他们无

疑是幸福的。 可是， 他们曾经付出的艰辛与努

力，他们流在这片大山里的血与汗，是我们无法

想象的。幸福需要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我们的家园，需要我们共

同去建设，我们的企业，需要我们用创新发展的

思维去实现。一流铜业的愿景，只要我们一起努

力，梦终将成为现实。

走进尧治河

○冶炼厂 芳草

笔下风景

职

工

摄

影

�

�

矿

业

分

公

司

铜

山

口

矿

胡

少

俊

旋

律

职

工

书

法

退

休

职

工

胡

舫

条

幅

隶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