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乡在岑溪市水汶镇。我印象最深
的就是故乡的牌坊，至今仍记忆犹新，历
历在目。
牌坊座落在水汶镇以北大约 2 公里的

石村，正好处在南渡镇至水汶镇的二级公
路边，它是清朝的同治皇帝为表彰岑溪水
汶南禄村的百岁寿星刘运昌五代同堂而
修建的，现已被列入广西重点保护的文物
单位。这个牌坊建于同治七年，即 1868年，
至今已有 144年的历史。
我对牌坊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每次回到

故乡，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牌坊高 11
米，宽 10米，厚 1.1 米，牌坊顶翘角飞檐，
正面的正中位置刻着苍劲有力的“五世衍
祥”四个字，非常显眼，坊身上有各种人
物、花卉、鸟兽等图案，还有当时的梧州知
府、岑溪知县等官员的题词。这些独具匠
心的设计曾吸引了不少路人，常常会使人
们流连忘返。每次回到故乡时，我都会情
不自禁地久久凝望着牌坊，感觉自己已置
身于 144年前的时光里。
五代同堂，顾名思义就是五代人同时存

在。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一个人能够
活到 70岁很不容易。根据专家的推测，一
世相当于 20～30年，五世就是前后最少跨
越 100年，已接近一个朝代。不管是过去还
是现在，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五代同
堂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以看出，一个
普通人的家庭要做到五代同堂，确实是不
简单，也不容易。
故乡的这个牌坊虽然不那么壮观、宏

大，但它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它见证了
百年沧桑，通过它，人们认识了刘运昌老
寿星。牌坊也使得岑溪水汶增加了文化底
蕴。
期待下一次回故乡，再次亲眼目睹那朝

思暮想的牌坊之迷人风采，找回以前如梦
幻般的回忆。

故 乡 的 牌 坊
□ 梁健东

诚信负责是一种契约精神

对于契约双方来说，总是权利和义务、承
诺和执行并存，由此衍生出契约精神。诚信
负责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即一种公平公正、信
守承诺、对人对己高度负责、勇于担当的精
神，这种精神是一个企业在商业社会中生存
和发展的文化基石，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企业与员工的实体契约即是劳动合同，
但契约精神的内涵并非止于按合同办事这一
初级层面，因为那一纸合同仅仅划定了一条
底线，它是那么的粗糙，无法从根本上优化和
提升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诸多行为。因此，
企业与员工之间，需要有一份超越物质层面
的根植于骨髓的心理契约，来约定我们必须
坚持的价值取向和必须秉持的价值标准，以
此从思维和信念上来指导我们的行为。由此，
就有了《华锡集团发展宣言》这一心理契约，
就有了“诚信负责”这一契约精神。

（邓 飞）

诚信负责是企业的根本

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不知道他
可以做什么了。这句话强调了一个人诚信的
重要。诚信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的作者对美国

1300家成功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其成功的
秘诀在于诚实有信，企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
企业对社会、员工对企业、领导对员工的诚信
度，其诚信度越高，企业的发展越好。

然而在现实中诚信对很多企业来说是微
不足道的事情，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从
几年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到现在的瘦肉精、地
沟油事件，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公德、责任心，
甚至良心也因此遭到了公众和媒体的拷问。
一味地去追求利润，一味地着眼于一时的利
益，这样可能会立竿见影地带来效益。当社
会对企业发出质疑时，也就意味着企业失去
人们对它的信任，这其中企业的管理者不仅
仅会失去所有，更可能的会背负起法律责任，
到最后人财两空。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一个
失去诚信的企业又怎么会走得远呢？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根本。一个企业要永
续经营，首先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用户的承
认。企业对用户真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
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那
些不讲诚信，靠坑害消费者获得一时高额利
润的经营者是在饮鸠止渴，你不善待消费者，
最终也必将被消费者所抛弃！翻看华锡集团
企业文化的前言部分，诚信二字赫然映入我

的眼帘：诚信负责 --华锡之魂。诚信，它是一
种责任，是一种理解，是要靠集团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以诚信为本，在我们脚下将是一条
通向辉煌的坦途。 （唐廷杰）

认同企业文化

“矿山，矿山，”顾名思义就是有矿石的
大山。众所周知，我们作为有色集团的员工，
在有色金属行业里耕耘，所处的工作环境和
生活环境大多是在大山里，条件是艰苦的。我
们员工如果想要改变生活的环境，提高生活
质量，那么，我们员工就要认同和践行企业文
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至诚、至信、尽职、担
当”，以此引领自己的思想和规范自己的行
为。

我们知道，员工与企业是唇齿相依的。在
波涛汹涌的市场洪流中，我们作为公司的一
名员工，就要以主人翁意识来要求自己，与公
司同舟共济，全心全意为公司工作，只有公司
发展好了，我们个人才能有收获，我们才能过
上幸福生活。我们员工中有很多年轻人都在
城里贷款买了房子，每个月都要定期还贷，这
是一个不小的压力。而我们的所有收入都来
源于公司，可见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与公司的
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员工要
取信于企业，用职业化的工作态度和专业技
能奉献于公司。

用心完成本职工作是每个员工的起码责
任和义务。在工作中，我们员工要勤勉敬业，
实事求是，认真服从领导安排，做一个自律、
负责、有团队精神、进取、快乐的好员工。特别
是团员青年，大学生要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
在工作中，积累工作经验主动改进工作的方
法，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降低成本，为公司增加效益。这样，不仅能
让自己的人生理想得以实现，也能为公司更
快更好地发展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封梅清 )

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

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是否经常为不能按
时完成任务寻找借口，或者将本属于自己的
工作推托给其他的同事，并总认为别人比自
己干得少；抑或当领导布置一项任务时，不停
地提出这项任务有多艰巨……在日常的工作
和生活中，如果我们一遇到困难、挫折和失
败，总喜欢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找
借口为自己开脱责任，长期如此，必然会让自
己丧失信心。社会学家戴维斯说：“放弃了

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
这个社会中更好的生存机会。”当然，放弃
责任，不光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企业的发展
也非常不利。人生奋斗的路上，不可能永远
都一帆风顺，当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要勇
于担当，敢于负责，每个人只有在全面履行责
任中，才能使自己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和发
挥。也只有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敢于担当，履
职尽责，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才是一个合格
的华锡人？

（梁胜文）

与公司同进步
“诚信负责”是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的保

障，也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不管
是谁都应言行一致，细化责任落实。但在现
实工作中，我们还有极个别员工与企业文化
理念有较大差别。他们缺乏平常心，只顾及
眼前利益，只计较个人得失，工作态度消极，
全局观念淡薄，很难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我们需要做的是，热爱
本职工作，端正工作态度，最大限度地提升自
己的综合能力。另外还要加强培养自身严谨
的作风和严肃的态度，自觉地遵守安全生产
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先进企业文化的引领
下，让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当中，化小家为大
家，与公司一同进步！
“言必信，行必果。”如今，企业文化的

推出，不仅仅是公司的宣传手段，还是公司的
发展策略，她让每一名员工都能深刻体会到
企业文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当大家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要符合企业文化的要求，
处处以企业文化来要求自己，那么企业文化
才能真正发挥其最终目的。 （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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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蜻蜓从窗口飞进了办公室，后来怎么
也不懂得飞出去了，只是一味地扑向那明亮的
灯管，一个上午都在那里扑腾着。

其实往日还会开一下空调，把窗户关起
来，但今天快要到中午了谁也没去关窗开空
调，大概都是想让那只蜻蜓从窗口飞出去吧！

可怜的蜻蜓想法就是那么简单，只认准一个目
标 --光明，因为只有飞向光明才是它的出
路。可惜它认错了方向，毕竟在室内灯管的亮
度会比窗口强一些，方向错了是难免的，但它
一次次碰壁却不知道另找方向，那翅膀碰到光
管和墙壁的啪啪声总在打断我的思路，我在为

这只思维简单又无知的蜻蜓而惋惜。
光明的世界是人人都向往的，像这只蜻蜓

一味地追求光明却找不到出路，那也没有什么
意义。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你
一味辛辛苦苦追求的、自己认为是最完美的到
头来却不一定适合你。当遇到不适合自己的，

要学会放弃，要懂得改变方向，向着另一目标
进发，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人生的道路
上有太多的不如意，这条道不通还有另一条，
光明大道处处有，只要你能辨别方向，驾驭好
人生的方向盘，一定会驶上人生的光明大道。

□ 覃月玲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说过院"如果拿橘子来比喻人生,
一种橘子大而酸,一种橘子小而甜,通常人们拿到大的橘
子会抱怨它酸,拿到甜的橘子会抱怨它小遥 然而,当我拿
到了小的橘子时会庆幸它是甜的,拿到酸橘子会感谢它
是大的! "这或许就是俗话所说的知足者常乐吧! 这就好
比是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你事事如意,那你的
生活将不再有激情不再有奋斗遥 所以袁短暂的失意,或许
将会是你人生下一个转折点遥
知足袁是一种智慧遥 人生不过是短短几十年,其中有

得有失,有的人把精力都花在太多的追求和不切实际的
梦想里,这种虚幻的追求最终只会让他活得太累,甚至产
生自卑遥 贪慕虚荣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快乐,得到
的只是短暂的优越感遥 懂得知足,才可以在阴暗中体会
到阳光的温暖,可以在炎日中感悟到清风的凉爽遥

好的名声,高的待遇,富贵荣华,都是我们希望能拥
有的遥但又有谁可以全部包揽钥十全十美谁都想,但往往
总会缺那么一美袁 于是袁有的人为了追求这一美或更美,
从而对自己所拥有的视而不见毫不珍惜,倾尽所有去追
求那遥不可及的,因此袁那永不知足的贪婪心迈向了无
尽的深渊遥

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知足吧! 从我们所拥有
的去体会去感恩,生活才会像花儿一样绽放,也许你没有
天空的深邃,但你有白云的飘逸曰也许你没有海洋的无
垠,但你有小溪的优美曰也许你没有大树的伟岸,但你有
小草的坚韧遥 只有学会知足,才会得到人生中最大的快
乐遥

知 足 常 乐
□杨雄杰

古益矿党支部:
为村民、工程队服务

6月 21日下午，古益矿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 66人兵分三路，分别在
古益村和矿区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志愿者服务
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建党 91周年献礼。
志愿者在古益矿木场，共整理回收废铁、木材

近 25吨；在工程队员工宿舍区，共清除淤泥、垃圾
10余吨；在古益村，共为村民维修电磁炉、电饭锅、
消毒柜、饮水机、锄头、打田机轮等家电农具共 16
类 94件。 唐廷杰 韦 芸 图 / 文

河三党支部：
拆卸尾矿运输管道

6月 19日上午，河三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志愿者、入党
积极分子共 42 人到河三尾矿
库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对旧尾矿
库砂面上的三条 200多米的尾
矿运输管道进行拆卸，并转移
至旧尾矿库的坝基沿和山边。

黄德升 罗宪 图 /文

机关第二党支部:参观李济深故居
6月 15日，机关第二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 48人到李济深故居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 林江彪 /摄

一直对海有着极大的向往，觉得那是一个探知不尽的
神秘世界。盛夏圆梦，我来到了有着“南方北戴河”和“东
方夏威夷”之美称的广东阳江市海陵岛。
初到海陵岛，我欣赏这种一旦播种就能飞速生长的热

带植物，温暖的阳光从椰子树叶中泻下，稀疏的光影跳动
在地上，仿佛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光芒。而去看海，才是重
头戏。
夜幕降临，我赤脚走在宁静的沙滩上，踩着软绵绵的

细沙，留下一串串或深或浅的脚印，海水轻吻着我的双足，
冰冰凉凉的，一直透进心里。仰望天空，第一次发现星星竟
离我这么近，眨眼的星星将夜幕中的城市烘托得熠熠生
辉，仿佛触手可及，真有一种欲上青天揽群星的冲动！我在
想，是不是每一颗星星里都有传说，都有一段难言的心曲？
海风吹，海浪涌，海水将数枚贝壳卷到了我的脚旁，我俯下
身去捡拾，发现身边的贝壳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都是缺边
少角，我不得不感叹时间的力量，它将贝壳变得面目全非，
甚至可以将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渺不可寻。海
风吹，海浪涌，时而温柔地像跟贝壳在窃窃私语，时而澎湃
的像一头怒吼的雄狮，仿佛要将几千年的故事通过涛声为
我们讲述。总有几座大石头陪伴着海，巍峨挺立，亘古不
变，任凭潮涨潮落，日月轮回。

远处，有几个孩子在用树枝写字，画画。不一会儿，一
个海浪涌来，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全冲走了。几个孩子急了，
嚷嚷着要重新写。我终于深刻地感受到，为什么要说 "把
不值得铭记的东西交给沙滩，而要把永生难忘的事儿雕刻
在石头上 "。原来，坏要消逝，好会长存。我想：人生中不管
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应该学会放下，学会忘记，切勿让
回忆在伤口上撒盐，相信时间会带走一切。
暮色如沙，稍带咸湿的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边走

边跳，似乎点缀了大海的快乐，期待会不会有一条美人鱼
跳出水面，为我讲述海的故事。静静站在海边，感受到海的
博大与自己的渺小。海纳百川，它从不停歇，日夜守护着城
市，守护着居民，可能它内敛深厚的品质是人们都需要修
炼的。人生也需要一片这样的僻静之地，远离城市的喧嚣
和浮躁，褪尽铅华，卸下沉重的壳，在海的怀抱里过滤悲
伤，听一听海的声音，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定能消释眉间
的愁容。
外表沉静，内心收敛，海教我学会去做这样一个女子。

海 之 初 体 验
□ 严 媛

5月底，公司向每位员工
发放了《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手
册》，经过 1个多月的自学，相信
大家已对华锡集团的发展宣言、
行为准则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了
帮助员工深化对企业文化的了
解，使企业文化真正融入每一个
员工的思维和行为，帮助企业和
广大员工健康成长。继 7月“诚信
负责 --华锡之魂”话题后，8月
《佛子矿业》报将继续开设“企业

文化”大家谈栏目，请广大职工以“勤奋务
实—华锡之本”为题，解放思想，立足公司
真实情况，结合华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中
关于“勤思”、“忘我”、“求是”、“实干”
的解释和要求进行大讨论，字数以
300-500字为佳，投稿邮箱为：

fzckdb@163.com

《古帆魅影》 陈俊希 /摄

《赶圩归来》 杨丽贞 /摄

童年是我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阶段，
因为它在我心中是最纯真、最无邪，甚至
是愚蠢的，但每次我想起它，就会嘴角上
扬。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乡村中度过的，
正因如此，我觉得比在城市中长大更具有
乐趣，因为它更亲近自然，没有城市的喧
嚣和浮华。

这里依山傍水，有各种小飞虫，河里
还有小鱼，我总是对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物
心存感激，这里的山没有泰山的威武，水
没有大海的浩瀚，但我仍喜欢这一片苍
翠，一袭清凉。

小时侯的我非常调皮，经常跑到田野
里玩，在家里拿几个红薯，叫上几个小伙

伴，便一哄地跑到田野里，先挖一个浅浅
的窝，把红薯整齐的排在里面，我便指挥
小伙伴们去找稻草，把它们铺在上面，点
起火，火越烧越旺，在此期间还要不断地
去找稻草，于是大家都去找稻草，只一心
想着这样红薯会快点熟，一阵风吹来把那
点点火花吹到一旁的稻草上，很快就烧起
了一小片，我在一旁看到都变傻了，幸亏
一个农民伯伯看到跑来把火熄灭了，还把
我们这一群小孩一顿臭骂，我们只能悻悻
地回家了，红薯也被抛于脑后。

除了这些荒唐的事也有快乐的回忆，
在秋季丰收后，睡了一觉就跑到田野上，
午后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我们几个小
孩就找一些比较硬的稻杆，把它们像编辫

子似地编成一条长长的绳，可以把它拿来
挂东西、跳绳，还可以坐在上面荡秋千。这
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有时，我们还会把
稻草堆成一个高高的草堆，从两层楼高的
地方往下跳，虽然知道这样有点危险，但
我们还是乐此不疲。童年，真是一段大胆
的时光，现在的我，站在高点的地方都会
发抖，小时侯那种勇敢和不顾一切的精神
跑得无影无踪，没留下一点痕迹。

童年的趣事总是数也数不清，现在已
经长大成人，渐渐的懂得曾经拥有过的快
乐远远大于年华逝去所带来的遗憾。虽然
我们再也回不到童年，再也不是只会在父
母怀里撒娇、爱哭闹的小女孩，但是现在
的我们，已经从稚嫩、梦幻中走了出来，勇
敢的走进了真实的社会，我们具备了为父
母分担忧愁、为社会贡献力量的勇气。无
论未来的路如何走，我们都要保留童年的
那一点点回忆、一分分童真，我们需要用
善良、美丽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才能获
得简单快乐的生活。

远 去 的 童 年
□ 刘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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