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一日之计在于晨遥 冶早餐是一天中最
重要的一餐遥俗话说袁早餐要吃好袁午餐要
吃饱袁晚餐要吃少遥营养专家指出袁每天一
顿营养的早餐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袁而我
们古益矿的食堂对早餐是相当的重视遥为
了让员工每天都吃上一顿营养的早餐袁食
堂里的叔叔阿姨不断的更新花样袁 稀饭尧
包子尧馒头尧米粉尧面条尧炸饼应有尽有遥
炸饼是古益矿食堂的一大特色袁每天

一大早袁都会听到这样的吆喝声袁野吃炸饼
咯袁吃炸饼咯袁热腾腾的炸饼起锅喽浴 冶食
堂阿姨一手夹着炸饼袁一边吆喝着袁可爱
有趣遥
炸饼看起来简单易做袁其实真的操作

起来袁倒是门技术活袁不仅要掌握技巧拿
捏火候袁 还要根据员工的实际需求出发遥
冬天炸多了袁放在那里如果没人吃马上就
凉了尧硬了曰炸少了袁人一多袁则会供不应
求遥 为了让每位员工都吃到热腾腾的炸
饼袁厨师全早餐时间都站在油锅旁袁随时
处于待命状态遥

古益矿的馒头几乎是每个员工每天
必选的一道早点遥 除此之外袁 古益矿的
酸菜也是一大特色遥 就着稀饭尧 包子尧馒
头尧米粉尧面条吃袁酸酸的尧脆脆的袁那可真
叫野别有一翻滋味上心头遥 冶 (陈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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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华锡集团来宾冶炼厂学
习了一年零三个月袁 在这段时间里袁
我懂得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院莫纠
结袁有准备就不迷茫袁今天的充实是
在为明天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在 2010年 3月袁我第一次来到
华锡集团来宾冶炼厂(下称院野来冶冶)袁
踏上了为期三个月的见习之路遥天下
来宾袁来者上宾袁李宁的故乡袁这是来
宾市的招牌遥来冶就屹立在这城市的
河西袁它是集锡尧锌尧铟尧合金尧焊料等
等冶炼于一身的花园式现代化大型
冶炼工厂遥 为期三个月的见习袁是熟
悉人文环境尧工作属性尧工厂流程体
系以及各车间岗位的安全生产制度
的过程遥 三个月就这样眨眼而过了遥

2010年 9月袁 我又来到了来冶遥
定岗实习培训一年袁每月 300元实习
工资遥 三个月的见习是熟悉遥 那么这
一年就是磨练袁让两年的学习成果在
这一年的实干中得到升华牢固袁然后
才有开始遥这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
一年袁有件事对我今后工作和生活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遥
清晨 7点 10分袁 我风尘仆仆地

骑着自行车袁 途中随便买了三个馒
头遥等到了车间时袁已经迟到. 师傅们
已经开始工作袁我坐在一旁吃我的早
餐袁不慌不忙遥 班长走到我身边丢下
一句院每个人都在工作了袁你一个人
坐着好意思吗钥 然后转身工作去了遥
我的心突然像被针刺一样袁嘴里含着
的馒头出奇的酸袁 眼里有东西在转袁
我定格在那里袁不知所措遥 短暂的停
顿袁我咽下嘴里的馒头袁丢掉手中的
早餐袁 赶去装备我的劳动保护用品袁
冲上岗位开始工作遥 在这一年的工作
里袁师傅们偶尔的批评教育是很正常
的袁用师傅们的话来说就是院在工作
中袁我们不需要你任何的懈怠工作的
借口遥 很平常的话袁非常简单的道理遥
工作实践让我知道袁抓紧时间就是节
约袁认真负责才赢得信任遥
日子在紧张的工作中重复着袁也

正因为这实实在在的一天一天袁我才
有所得袁有所思袁有所盼遥 时光消逝袁
那一年的磨练已成往事袁但那一年的
记忆和收获将继续伴我前行袁感谢那
一年零三个月噎噎

(田发胜)

感谢那一年零三个月

在冶炼厂里有着这样一群人袁
他们来自八桂各地袁他们抱成一团勤
勤恳恳地工作袁与炽热的鼓风炉结下
了不解之缘遥

没有真正走近炉前工袁你很难
体会到他们的性格袁但我却品读了他
们的野执着冶遥 每次投料入炉袁熊熊燃
烧的炉火袁把他们的脸庞映得通红通
红袁 当 1200多度的红色炉渣从沟槽
里里涓涓流过袁离渣水七八米的地方
都让人感到胸口发闷袁难受袁而他们
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8个小
时袁 有时甚至被外溅的炉渣烧穿衣
服袁灼伤皮肤袁可他们没有退缩袁迎难
而上袁日复一日地工作着遥

没有真正走近炉前工袁 你很难
体会到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遥炉结是
鼓风炉炼铅生产中常见故障袁必须有
计划地停炉进行人工锤打处理遥炉结
的形成可能由于不同原因而产生在
炉内不同区域--炉壁上部尧 中部和

下部以及炉缸遥 而碰到打炉缸尧炉床
这类苦活和累活时袁炉前工兄弟每一
次都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钻进带着
余温的炉子里挥舞大锤袁任凭衣服被
汗水湿了又干袁干了又湿袁有时鞋底
都被烫焦了袁但这些没有让他们停下
手里的大锤遥累了袁渴了袁就换另一个
人钻进炉内继续干遥同样的在抢修生
产故障时袁打风眼袁砌渣坝也成了他
们的家常便饭遥

每当到了饭点的时候袁 通常都
看不到炉前工们的身影袁往往都是在
食堂工人打扫卫生即将结束时袁你才
会看到他们身着脏衣服袁拖着疲惫的
身躯朝食堂走来遥

鼓风炉的工作练就了他们一身
过硬的操作本领袁磨炼了他们吃苦耐
劳的坚强意志遥千度高温熔炼出了优
质产品袁更磨炼出了炉前工这样一支
坚韧的队伍遥 (梁 红)

品 读 炉 前 工

2 2012年 4月 15日第4期电子邮箱院fzckdb@163.com 生 活

野随风潜入夜袁润物细无声冶是著
名诗人杜甫对春雨的赞美遥 是的袁春
雨不声不响地滋润着大地袁给干枯的
小草带来第二次生命袁 使万物复苏遥
其实袁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人像春
雨一般袁不求名不求利袁默默无闻地
做着自己的工作袁 把工作做好做细袁
物料车间的邱启华就是其中的一
个遥
曾经作为老师的她袁以春雨般的

情怀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灵袁不求回
报袁 把知识传授给一届又一届学生袁
责任心较强的她从不辜负领导和家
长的期望遥今天作为物料员的她又在
新的岗位上袁以全新的姿态在认认真
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遥
她所做的工作是一项比较繁琐

的工作袁每天除了做监管和记录公司
物料进出的工作外袁还要主管原料的
明细账目遥 每采购回来一批精矿袁要
监督过磅尧取样尧制样和验收入库袁并
记录它的净重袁去了水份和袋重后的
重量袁等化验结果出来后还要计算金
属量遥 金属量算出后袁再做出验收表
和收料单交给相关部门袁 并做好台
账遥 这些工作都是跟数字相关的袁需
要相当准确袁对于曾经是语文老师的

她来说是一种挑战遥
做报表前袁 为了做到数据准确袁

要与多个部门核对遥特别是到了月尾
结算时袁她就更忙了袁一上到办公室
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忙个不停袁一直
忙到下班遥 记得有一次袁已经到了下
班的时间了袁有一车外购矿超过了地
磅的称重量袁只好又去苍梧的桂通地
磅过称袁 谁知到了那里发现又有问
题遥 邱启华请示领导后袁最后又把车
开到了矿业公司的码头地磅过称遥当
把矿拉到原料仓取样时又遇到了新
的问题袁最后是质检的领导亲临现场
双方协商袁才把问题解决了遥 做完工
作袁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遥
由于工作忙袁 爱人又要出车袁说

得不夸张的是袁孩子感冒发烧她都来
不及照顾袁孩子看病输液只能靠年迈
的父母照顾了袁 每当说起孩子和老
人袁 她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愧疚之
情遥

冶炼公司还有很多像邱启华一
样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女职工袁
她们虽没有什么突出成绩袁没有特别
感人的事迹袁但是袁她们却如春雨润
物般默默付出袁她们是最可爱的人遥

（覃月玲）

春 雨 润 物 细 无 声
要要要说说冶炼女工邱启华

同事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聊到她袁久
而久之袁我便有了一种想见她的冲动遥 那
天袁同事们约我一起去看她遥
一路上袁车厢里飘荡着一首首旋律悠

扬的歌曲袁 我的思绪也随之此起彼伏袁脑
海中不断地想像着她的模样遥

野嗨袁兄弟袁快到了遥 冶同事拍拍我的肩
指着窗外对我说遥我朝着同事所指方向望
去袁只见在绿树环绕的半山腰上矗立着几
座红砖楼袁 还有一排排颇为整齐的蓝瓦
房袁那是她的家吗钥

野这是我们的竖井电梯袁那边有人在
走动的地方是井下巷道袁每天我们的工人
都要坐电梯下到井下各个生产工作面遥 冶
野哦袁那是我们的采场袁工人们在采场打钻
放炮袁把矿石炸下来遥 冶野那闪着光的是什
么钥 冶野是我们的电机车袁井下的矿石就是
通过电机车运到地面的冶站在电脑视频监
控器前袁我一边听着解说一边体味着她简
朴外表下丰富的内涵遥

野我们这里的竖井电梯是广西第一
座袁这是有识别能力的虹膜考勤机袁那是

在建的新办公楼袁将来我们井下的耶六大爷
安全避险系统建成后袁大家看到的样子就
是另一个摸样了冶轰隆隆袁轰隆隆遥 野快来
看袁快来看袁我们的电机车出来了遥 冶野那一
节节车厢里装的是从井下各个采场开采
下来的矿石冶野多像一列小火车啊浴 冶

野这是我们的维修车间袁维修师傅正
在给马达更换铜线遥 冶野那是我们的铸钢
厂袁我们平时使用的很多零配件袁都是自
己铸造的遥 冶野那是电机车袁是井下的主要
运输设备袁 我们的员工发挥聪明才智袁常
常自己动手修复或改造它袁它们每年都向
选厂输送 30多万吨矿石遥 冶看着工人师傅
忙碌的身影尧 满载而出的一列列 野小火
车冶袁我一次次驻足遥

野过来袁过来袁大家先吃饭吧遥 冶拨开一
道塑料帘子袁一个面积不大的饭堂就呈现
在我们的眼前袁排队领过饭后袁我们一行
就围坐在一张张干净的饭桌上吃饭袁每个
饭桌上都放着一个小塑料盆袁铝合金的桌
面上看不到随意乱扔的饭菜袁是那么的整
洁和干净遥

野我们是八十年代中期建成投产的袁
我们一边生产一边搞建设袁这几年不但引
进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袁还
引进了不少大学生袁 招聘了许多退伍军
人袁 每年我们都在开展各种技术创新尧员
工培训和节能降耗活动袁还有青工耶五小爷
创效活动和各种劳动技能竞赛比武冶遥

走在平坦的厂区公路上袁耳边还响着
同事对她的介绍袁 我不禁一次次地凝视
她袁一个外貌朴素尧注重细节尧继承传统袁
却又内涵丰富袁不失阳刚和创新的她就是
我此行的初遇--佛子矿业公司古益矿遥

（杨柱峰）

初 遇

风不停地灌入山口
摇动着坡上的杂草
犹似悲伤袭上脆弱的心弦
留我无尽的哀愁

那年的这一天
你的笑脸犹在我面前
轻轻的一声叮嘱
已含多少情

如今的这一天
你又在哪里安眠
地面杂草丛生
它们是否点缀了你的梦

那一天你悄然地走
留下如丝忧愁
这一天我们轻轻地来
只想不惊扰你的美梦

四

月

四

日

情

严

媛

又是一年的清明时袁淡淡的哀思涌
上心头袁 奶奶的音容笑貌一如昨天袁是
如此的熟悉袁又是如此的亲切遥 她那勤
俭持家的生活作风袁是留给子孙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遥
爷爷在 1982年病逝袁 奶奶从此挑

起了家庭的重担袁
当时家里的经济
十分拮据袁以木薯
粥为主食是正常
的事遥 尽管如此袁
父亲四兄妹都得
以读完了高中或
中专袁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袁奶奶在
其中付出的艰辛自不必说遥姑姑至今还
保存着当时记下的奶奶寄给她的每笔
生活费的明细袁那是按一毛几毛钱计数
的遥 奶奶常说的一句话是院起早顶得半
天工遥小时候袁白天我基本上看不到她袁
尤其是农忙时节遥 奶奶早上起床很早袁

剁猪潲草的响声好似街坊邻居的起床
号袁接着整条老街很快就热闹起来遥 不
久袁 屋后的江边会出现奶奶的身影袁手
执一根木棍在光溜溜的石板上敲打着
全家人的脏衣服遥 家务收拾完后袁奶奶
即挎着乘满粥水作午饭的饭盒袁到很远

的田地干农活了遥
让我记忆犹为深刻的是我读小学

时的一个夏天袁 亲戚送来一个西瓜袁奶
奶如获至宝袁将其切成若干小片袁小心
翼翼地放到了碗柜里袁并只允许我们每
人每天吃一片遥 知道奶奶舍不得吃袁堂
兄弟几个都很懂事袁总是递到嘴边非得

让她尝一口不可遥 岂料到了第三天袁剩
下的半边西瓜已经馊了袁当时奶奶一脸
的可惜和懊恼袁 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袁喃
喃自语了好一阵袁那场景至今让人难以
忘怀遥

奶奶走时袁 我们发现了多件儿孙
们之前给她买的
新衣服袁她都没舍
得穿袁像宝贝一样
放在了箱子里遥 看
到这袁姑姑不禁嚎
啕大哭袁说老人家
操劳了大半生袁自

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袁好不容易等到家
境好一点了袁她却无福消受遥 在场的人
无不黯然泪下遥 常言道袁树欲静而风不
止袁子欲养而亲不待袁这种遗憾和痛楚
莫非亲身经历袁是很难体会的遥

（邓飞）

勤俭持家的奶奶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袁父
亲的教诲至今对我们兄妹三人都十分受
用袁我们真的非常感激他遥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矿区袁 勤恳尧善
良尧本分尧做事负责任尧任劳任怨遥对于矿
区以外精彩的世界他几乎没涉足过袁如
今生活条件好了袁而人却走了袁享不到子
女带给他的福袁 这是我们兄妹感到特别
遗憾的事袁特别是哥哥袁每每提起袁总是
唏嘘不已遥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袁 但小时候他却

常常教我们袁告诉我们袁生活不会一帆风
顺袁 其中坎坎坷坷的坡特别的多袁 要懂
得院野吃得苦中苦袁 方为人上人冶 这个道
理遥父亲在他一辈子的矿工生涯中袁无论
处于何种境地袁 他总是以这个道理勉励

自己袁调整好心态袁特别是他在工作中处
于最无奈的时候总是会给予自己希望遥
他默默的做着这一切袁 以致于影响到我
哥哥袁我哥哥发奋读书袁在我们家最困难
的时候袁 以河三矿校总分第一名的好成
绩考上公费中专遥 记得当时河三矿的矿
长见到父亲时袁还亲切与父亲握手袁祝贺
父亲教子有方遥 如今哥哥有了一份稳定
的好工作袁相信父亲泉下有知袁也会感到
特别欣慰的遥

在生活中父亲常跟我们说院野做什么
事都要勤恳袁只有勤袁才会有一切袁否则
一条裤子也会穿成一条裙子遥 冶印象中的
父亲总是很勤快袁养猪尧喂鸡尧种菜尧打
柴袁这全都是父亲下班后的野工作冶遥我们
兄妹在生活中也慢慢学会勤恳耕耘袁虽
然做的事和父亲当时的有些许不同袁但
也用我们的勤恳撑起另一片生活的天遥
特别是在电视台工作的弟弟袁 他用他的
勤恳袁很快获得领导同事们的好评袁人缘

好的指数也在上升遥
父亲还有一句话是让我们兄妹受益

很深的院野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分为二
看袁 它既有不好的一面袁 也有它好的一
面遥 冶在工作中袁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袁遇
到非常烦恼的事袁 有时忍不住会大发牢
骚袁甚至想到过逃避袁但一想到父亲曾说
过的这句话袁静下心来一想袁努力帮它找
个好的理由袁让自己看到它好的一方面袁
心袁也就豁然开朗袁舒坦多了袁抵触的情
绪也就慢慢飘走了袁 最后就静下心里好
好工作遥

父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
象袁我们终生难忘遥 (封梅清)

父亲的教诲很受用

写不完的相思袁读不懂的情痴袁泪成
行终渺茫遥 思念的心情无时不在我的脑
海翻滚着袁每每在睡梦中与您相遇袁醒来
时却没有了您的身影袁 只留下枕边的一
行行泪痕--恍惚中我看见了您的背影袁
我拼命地呼喊您袁可是您却头也不回袁任
凭我把嗓音喊到沙哑袁 任由我的泪凝固
在脸庞噎噎您远去了遥
爷爷有一副大大的嗓音袁 经常给人

的感觉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遥 爷爷还有
一个像罗汉一摸一样的肚皮袁 在夏天的
时候总是一只手将汗衫轻轻扶起袁 露出
罗汉一样的肚皮袁 另一只手摇着他的蒲
扇袁迈着缓慢的步子袁脸上堆着笑袁随时

都是乐呵呵的袁好像永远没有烦恼遥 还记
得小时候顽皮袁 总是喜欢在爷爷圆圆的
肚皮上摸来摸去袁 还趁着爷爷不注意拉
拉他那花白胡须袁 每每这时爷爷总是佯
装要打我们的样子袁 但每次都是惹得爷
爷自己哈哈大笑起来袁 花白的胡须也跟
着一动一动的袁显得特别的和蔼可亲遥

童年的我最喜欢躺在爷爷身边袁听
他讲故事袁虽然爷爷没认得几个字袁但他
丰富的经历和智慧能把那些故事讲得维
妙维肖袁入木三分袁爷爷讲的故事从来没
有重复过遥 现在回想起来袁正是爷爷讲的
故事袁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袁让我沐浴在
知识的海洋里袁 更让我懂得工作学习生

活中如何为人处事之道遥
小时候总听村里一些人说我爷爷

傻袁 有权不用还吃大亏遥 农村分田的时
候袁爷爷是生产大队的队长袁为了以身作
则袁等大家把所有好的田全部分完后袁爷
爷才从剩下那些大家不要的贫田中选遥
因此低产田就留给了我们家袁 每到青黄
不接的时候袁全家都得出动去借米遥 每当
提起此事我奶奶和我妈妈总还有些抱
怨袁 爷爷对她们的抱怨也经常乐呵呵面
对遥后来我才知道袁那是他的一种为人宽
广的胸怀袁 豁达处世的态度遥 我也才明
白袁 这是爷爷用自己的品行在子女面前
展现了父亲的榜样力量遥 也难怪他教育

出来的子女个个都是吃苦耐劳尧 努力向
上尧不怕艰难尧乐观豁达遥

野十年生死两茫茫袁不思量袁自难忘遥 冶
以前在念书时读起苏轼这两句悼念词时
还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袁 但是现在再
次念起来袁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遥 爷
爷故去快十年了袁 很多人很多事已经变
得模糊了袁 但是爷爷的音容笑貌却依旧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遥
清明时节雨纷纷袁路上行人欲断魂遥

清明时节袁不仅仅是一种感怀袁也是一种
延续袁是对先人们优秀品质的延续袁让我
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袁 在缅怀过
去的同时袁 也对未来充满希望袁 珍惜生
命袁珍惜身边的每一位亲人朋友袁让自己
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有意义袁 更不要虚度
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遥 （唐廷杰）

传 承 爷 爷 的 优 秀 品 质

绿水泛清波 许丽 /摄

青山掩映、薄雾缭绕中的佛子矿区 邓杨瑞 /摄

人们常说婆婆与媳妇一般都难以
相处袁但在佛子小区一套六十平方米
的小居室里袁却有着这么一户祖孙三
代同住的普通家庭袁他们平时忙忙碌
碌袁话语不多袁但都默默地关心着尧爱
护着相互间的一切袁婆媳之间相处得
非常好遥
今年连绵不断的春雨袁人们都厌

烦了遥 3月 5日傍晚袁天阴沉沉的袁古
益矿的普通职工李炤均接放晚学的
女儿回家时袁已是晚上六点了袁像往
常一样袁她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
看看老人是否安好袁因为丈夫在矿里
上班袁婆婆八十多岁了袁又患有脑梗
塞尧脑萎缩袁独自一人在家真有点叫
人不放心遥

屋子里没有人袁 卫生间的门关
着袁小李拍着门袁大声叫着院野妈妈袁你
在洗澡吗钥 冶一连叫了几声袁没有回
应遥小李用力一推袁门开了袁可眼前的

一幕把她吓得全身发软袁只见中午吃
饭还好好的婆婆袁 这时两眼发直袁一
动不动袁身上只穿着一件内衣袁头靠
在装满水的浴桶边上遥小李只得壮着
胆子走进去袁用手一摸袁婆婆的鼻孔
已没有气息袁全身冷冰冰的遥 野妈妈袁
妈妈袁冶小李悲声哭喊着院野妈妈袁你醒
醒啊浴 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呀浴 你的儿
女都不在这里袁叫我这个当儿媳的怎
么向他们交代呀浴 冶小李边哭着边用
拇指用力按着婆婆的人中袁大约过了
数分钟才慢慢地感到婆婆的鼻子有
点气息了袁小李急忙叫女儿拿来衣服
盖在婆婆身上袁 并去叫邻居来帮忙袁
把婆婆抱到了床上遥 然后袁小李又跑
到一小区门卫室叫门卫帮拨打野120冶
急救电话遥 不久袁县人民医院的救护
车赶到袁医生经过检查袁认为老人是
急性昏迷袁病情危重袁便立即打针尧输
液袁然后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遥 当救

护车开出小区门口时还不到晚上 7
点袁经过一个小时的有效诊治袁李炤
均的婆婆脱离险情袁事后袁医生认为
幸好送救及时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遥

到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尧治疗袁
确诊病人为野脑梗死冶遥 凌晨袁婆婆的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赶到医院时病
人已经清醒了袁这时的小李已累得全
身精疲力尽袁腰椎间盘脱出处一阵阵
疼痛袁饿得眼冒金星袁全身发软袁手脚
无力遥但看到恢复了生命的婆婆和她
的子女正在悄声说话袁小李那颗悬着
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袁感到无限的欣
慰袁早已忘记了饥饿和劳累遥 3月 14
日婆婆的病情有所好转袁 已经出院遥
出院后袁 婆婆见人便说院野 这次多亏
了我有个好媳妇遥 冶

李炤均没有什么特别的家庭背
景袁 她出身平凡却有着高尚的人品袁
地位卑微却让人敬佩遥她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
优良传统袁但愿我们的员工尧家属都
能以她为榜样袁尊老爱幼尧互相关心袁
共同为创建和谐社会尧 和谐小区出
力遥 (梁健东)

好 媳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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