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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已经 15岁了袁 长得亭亭
玉立袁在苍梧县林水中学读九年级遥 从
幼儿园中班算起袁她的读书生活已经有
11个年头了遥 由于她乖巧听话袁在老师
眼里始终是一名好学生袁深受老师的喜
爱遥

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属于出类拔萃
的那一种袁但还是获得了一些奖励遥 到
目前为止袁她一共获得了 58张奖状遥获
奖的种类非常多袁有野三好冶学生奖尧作
文大赛奖尧学科成绩优秀奖尧优秀少先
队员奖尧书画比赛奖尧体育比赛奖尧新童
谣背诵奖尧演讲比赛奖尧优秀值日班干
奖等遥 我算了一下袁女儿平均每年都能
获得 5张以上的奖状遥

女儿每次拿奖状回来袁都会如获至
宝袁放好前会习惯性地把奖状拿来闻一
闻尧摸一摸尧看一看袁有时还会自言自语
说着些什么遥我看在眼里袁喜在心里遥毕
竟奖状是女儿经过一番努力才得到的袁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遥相信女儿今后为了
得到更多的奖状袁还会奋力拼搏的遥

记得有一次袁我一本正经地对女儿
说院野茵袁你的奖状比起爸爸当年的多了
很多呀浴 冶女儿娇嗔地说院野我不信浴 冶经
过我和女儿的共同查对袁果真如此遥 我
的只有 15张袁只是女儿的四分之一遥这
时袁 我看到女儿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

容遥
看着女儿的奖状袁我感受颇深遥
女儿能获得这么多的奖状袁离不开

她自身的努力遥 但是袁更重要的还是那
些教过女儿的老师们的帮助袁特别是河
三矿校的何木兰尧 梁胜文两位老师,还
有林水中学的吴珊老师袁 他们功不可
没遥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何木兰老师袁
女儿的三张高级别奖状就是在她的辅
导下获得的遥 其中两张是中国原东盟中
小学作文大赛广西赛区小学组一等奖尧
二等奖的奖状袁另一张是岑溪市新童谣
背诵大赛一等奖的奖状遥作为作文大赛
一等奖的获得者袁 女儿得到了很多奖
励遥首先是收到了当时公司领导发来的
贺信袁其次是得到了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表扬袁 接着是同学们投来的羡慕眼光袁
最后是拿到了丰厚的奖品遥作为新童谣
背诵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袁我私下认为
女儿是当之无愧的袁因为女儿现场背诵
出了 70首之多袁 这要放在岑溪全市来
说袁我想也是名列前茅的遥

奖状只能说明过去的成绩袁不能代
表现在的成绩袁 更不能预示将来的成
绩遥 女儿今后想取得更好的成绩袁拿到
更多更高级别的奖状袁 仍需从零开始袁
加倍努力学习遥 希望女儿明白这个道
理遥 (梁健东)

女 儿 的 奖 状

1.学会宽容
10月 9日袁 我参加了公司企业

文化培训袁 听了领导以及两位内训
师的授课后袁 我对企业文化有了新
的认识遥 企业要发展就要发挥员工
的积极性袁让员工心情舒畅地工作袁
每位员工袁 特别是管理人员在工作
中要注意方式方法袁要学会包容遥

珍珠为什么这样美丽钥 成语典
故野蚌病成珠冶是这样描述珍珠的来
历院 蚌是怎样产出珍珠的呢钥 一开
始袁 是一粒沙子袁 它偶然进入了贝
壳遥 就像迷了眼睛一样袁这粒坚硬的
沙子嵌进了蚌柔软的身体里遥 它让
蚌发痒袁发疼袁有了一个伤口遥 蚌想
尽各种方法要把这粒沙子从身体里
清除掉袁可是每一种方法都失败了遥
沙子牢固的潜在那里袁 用伤痛折磨
着蚌遥 一天袁蚌突然想出了另外一个
主意遥 它开始分泌出一种特别的物
质袁来包裹这粒沙子袁最终使它变得
光洁圆润袁晶莹剔透遥 当蚌的伤口愈
合时袁 蚌高兴地说院野我有了一颗珍
珠遥 冶 珍珠的美丽就是来自蚌的包
容浴

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袁 团队与
团队之间袁同事与同事之间袁朋友与
朋友之间袁 有时难免有利益上的冲
突袁认识上的不统一袁相互猜疑袁相
互嫉妒遥 这时我们就要学会宽容袁及
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换位思考袁 多为
对方着想袁扬人责己袁力求双赢遥 只
有这样袁我们的工作才会顺利袁企业
才能持久发展遥

请记住哲人的话院 没有对小溪
的包容袁就没有大海的浩瀚无垠曰没
有对风雨的包容袁 就没有潇洒的长
空雄鹰遥 （梁胜文）

2.合作共赢华锡之源
10月 9日袁 我参加公司

举办的企业文化培训班袁培
训有讲到这样一个故事院一
个老者给两个饥饿的人一根
钓鱼竿和一箩筐的鱼袁 这两
个人并没有单独行动袁 而是
走到了一起袁 带着一箩筐的
鱼和鱼竿前去海边钓鱼袁最
后这两个人不仅养活了自
己袁还盖起了自己的房子遥 这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合作共赢
的案例遥

作为一家矿山企业袁我
们的每个个体和团体都在企
业的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袁 但却没有人能够拥
有占有一切资源的能力袁我
们在生产过程中只有通过团
结合作袁达到资源整合尧优势互补袁
取长补短尧收拢五指尧攥紧拳头尧形
成合力袁 使各方的资源得到最有效
的利用袁 使每一方都最大程度地实
现自己的目标袁 才能为公司创造更
大的财富遥

马克思曾说过袁 合作不仅能创
造高于个人的生产力袁并且是野创造
一种生产力冶袁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
神奇效果遥 因此袁只有合作才能使个
人和集体实现共赢遥 （唐廷杰）

3.协同作战，合作共赢
生产需要协同袁 氧气站提供氧

气和氮气给底吹炉袁 底吹炉利用氧
气和氮气燃烧原料生产出高铅渣给
鼓风炉袁 鼓风炉则是用高铅渣进行
二次提炼出铅块遥 底吹炉燃烧产生
的气体袁则提供给硫酸车间袁生产硫

酸袁 而底吹和鼓风生产出的含有杂
质的铅块袁 要给电解通过电离出精
铅块袁电解残留的阳极泥袁最后给贵
金属提炼金银遥 它们的这些生产需
要每个车间的协同作战遥

不仅生产需要协同袁 车间里的
许多工作也需要协同遥 机修拆卸大
的轴承或齿轮需要多人合作曰 电工
检修电路时袁需要两人互保袁保证安
全曰行车工提升搬运物体时袁需要下
端的人给予帮助尧指挥曰出入厂区需
要配合保安的检查袁 才能保护财产
安全曰 班组在一个工段袁 要合理分
工袁才能快速完成任务曰这些也都是
协同袁大家都在合作共赢遥

协同不难袁 只要你有合作共赢
的意识袁你就能做好袁协同就是集体
的力量袁谐调一致袁和合共同遥

（黄税彬）

4. 以善待包容之心
面对同事和下属

人都有长处和短
处袁 只要缺点不影响工
作都应该包容遥 在工作
中袁 员工犯一些小错误
也是难免的袁 只要能及
时改正错误袁不再重犯袁
领导和同事都应该包容
和谅解遥 作为企业的管
理者能够兼容理解自己
的下属袁 和员工团结一
致袁形成一个整体袁这样
的整体才有凝聚力遥 反
而袁 相互指责袁 斥责下
属袁 会让员工的自尊心
受到伤害遥喜欢表扬袁怕
受批评不单是小孩子想
要的袁连大人也一样遥人
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袁
就会人心涣散袁 就会失
去团结协同的能力遥 所

以袁包容和善待尧团结和协同是华锡
之源袁企业之根遥 （覃月玲）

5．我眼中的合作
合作是一种分工袁 更是一种态

度遥 随着科技发达袁社会分工越来越
细袁合作无处不在遥 比如汽车产业袁
是通过分工合作完成的袁 每一辆汽
车袁 它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专业部
门分别制造出来袁 最后再将不同部
件组装完成遥 同样袁作为一个采尧选尧
冶一体的企业袁 我们不仅要有统一
的目标袁还要各司其职袁发扬协同合
作精神遥

合作是一种信任袁 更是一种力
量遥 即使在大自然中袁我们也会经常
看到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搬运野巨大冶
的食物回洞穴袁 抑或在围攻一只奄
奄一息的昆虫遥 蚂蚁虽小袁一旦联合
起来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遥 我们亦
如此袁 平时在工作中除了有合作的
精神袁还要用相互包容袁充分信任袁
默契配合袁才能把事情做好遥

（梁 华）

6．我们要有包容之心
得饶人处且饶人袁 是包容别人

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遥
在企业的工作中袁 每个班组的

工作繁重复杂袁 特别是井下一线的
员工袁 采掘运工作都需要相互配合
才可以顺利完成袁 这就更加需要员
工们学会包容别人了袁 只要不影响
到效益袁 不触及到安全行为袁 请以
野让冶字当头袁凡事以和为贵尧让人一
步海阔天空遥 拥有包容之心的人能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袁 甚至
对一些言辞激烈的攻击也能理智对
待袁择其善者而从之曰碰到事情不会
随便生气尧 对别人的不经意冒犯能
用包容的心态去淡然处之遥

（韦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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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个高个子袁中等身材袁如今已是
年过半百袁头发略显斑白遥在别人眼中袁母亲是个
干练的女人袁做起事来总是风风火火遥 而在我小
的时候袁觉得母亲并不是个贤妻良母遥

我有一个姐姐袁一个龙凤胎的弟弟袁小时候
家里生活拮据袁父亲下班后还要做些零活贴补家
用袁经常很晚才回家遥 照顾我们三姐弟的重任都
交给了母亲袁 早上母亲把姐姐送去幼儿园后袁就
抱一个背一个地把我和弟弟送去单位里的托儿
所袁 下了班后又抱一个背一个地把我们接回家袁
给我们姐弟仨做饭尧喂饭尧洗澡尧洗衣尧哄我们睡
觉遥 可能太辛苦的缘故吧袁记得小时候母亲总会
因为一些小事对我们大吼大叫袁甚至对调皮闹事
的我们大打出手遥

母亲总跟我们说院父亲什么都好袁唯一一点
不好就是爱喝酒遥 父亲有高血压袁因为经常喝酒
的缘故袁已经住过一次院袁医生也严重警告父亲
要控制酒量袁可是父亲就是不以为然袁母亲为此
没少跟父亲吵架遥有一次袁父亲在外面喝酒袁母亲
再三劝他回家都无动于衷袁母亲气急了袁冲到父
亲喝酒的店里一把把桌子给掀翻了遥

上初中以后袁 我跟弟弟到了县城里读书袁姐
姐也去了南宁遥 那时母亲跟我说袁家里就剩我跟
你爸了袁这么安静还真有点不习惯呢遥 因为我们
上的中学是封闭式的袁学校伙食又不太好袁母亲
每次到县城都会给我和弟弟带好多喜欢吃的菜袁
惹得宿舍里的同学很是羡慕遥
后来袁父亲终究是因为喝酒病倒了遥 那天袁我

赶到医院时袁 看到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父亲袁

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袁而母亲却一直在坚强的为父
亲忙前忙后袁没有在我们面前掉下一滴眼泪遥 医
生告诉我们袁 父亲因为脑出血导致中风偏瘫袁病
情十分严重袁即使手术后也很难恢复遥 可是母亲
不肯放弃袁她坚持给父亲做康复治疗袁每天给父
亲做按摩袁喂饭尧洗澡尧洗衣,样样亲力亲为袁就这
样袁经过半年的治疗袁父亲从一开始躺在床上到
后来慢慢坐了起来袁再到现在父亲已经可以拄着
拐杖自己行走了袁连医生都说父亲这么重的病情
能恢复成这样真是不容易遥

大学毕业后袁我回到家乡袁工作尧结婚尧生子袁
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遥 记得我临产那天袁凌晨
两点多钟突然肚子疼袁不知所措的我首先想到的
是给母亲打电话袁 母亲叫我赶紧收拾东西上医
院遥凌晨两点多钟袁街上已经找不到车子了袁当我
和丈夫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东西骑着摩托车赶到
医院时袁母亲冒着寒风步行竟然比我们还早到了
医院袁 看着母亲在医院门口踱来踱去的身影袁顿
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遥 在我坐月子期间袁母亲也没
有一刻闲着袁忙着帮照顾小孩袁给我炖鸡汤袁帮我
煮姜水洗澡袁甚至连我洗完澡的毛巾也帮我洗干
净晾好袁母亲说院野女人月子里不能碰凉水袁要是
烙下病根就麻烦了遥 冶

母亲今年年前退了休袁可是照顾生病的父亲
与弟弟的小孩使她退了休也依然忙碌遥 如今的
我袁也在为生活尧工作而忙碌着袁每每因为工作及
照顾儿子感到疲惫烦闷时袁母亲那忙碌的身影总
会浮于眼前袁像是在提醒我院生活中的困难需要
我们勇敢面对浴 (董 娟)

生活中的困难需要勇敢面对

时间的指针野滴滴答答冶不知不觉
就指到了下午二点四十分袁今天还有最
后一位用餐者还没来用餐遥午餐过后的
食堂里却还在忙碌着袁原来早在十分钟
前袁当最后一个从井下作业上来的班组
陆陆续续来吃完保健餐后袁食堂当班的
班长猛然发现袁由于今天工作时某个环
节出错了袁 以至于少了一份保健饭袁几
百份中就少了这最后一份袁于是袁赶紧
和班组成员快马加鞭忙开了遥

正当她们在忙着的时候袁最后一个
用餐者来食堂就餐了遥只见他拿着饭碗
缓缓走来袁满脸的疲惫写在脸上袁今天
他下井工作了袁 由于今天要做的事很
多袁以至于现在才能上来遥

野请你等一下袁饭很快就好了遥 冶一
位厨工站在橱窗里跟他说遥

野有粥吗钥 先要一点粥也行遥 冶
野对不起袁没有了遥 冶厨工说遥
野有汤吗钥
野也没有了袁刚喝完遥 冶厨工又说遥

野你等一下吧袁饭快煮熟了遥 冶
这时用餐者的手机响了袁接完电话

后袁他说院野给我随便来点吃的吧袁我不
等了袁我等一下还有事遥 冶

最后袁用餐者端着一点腐竹和一点
猪肉袁一边吃一边走了遥 看着他远去的
背影袁食堂的厨工们都不免检讨起今天
工作的失误袁心里都不是滋味遥 对于我
们厨工们今天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袁他没
有批评袁他的宽容和理解让我们厨工感
到很温暖袁同时也让我们无形中有一股
力量在鞭策自己袁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
好遥 （封梅清）

食 堂 过 客

那天袁我休班下午回到家时袁只有小侄子在
家遥侄子告诉我袁老爸他们到地里给果树喷药了遥
我在喝粥的时候袁看到架子上有一包面粉遥 就问
小侄子袁这是谁买的遥小侄子说是二姑买来的袁给
阿公做饺子遥 我决定今晚给老爸一个惊喜袁我要
做一顿饺子给大家吃遥

于是袁 我到菜市场买了做饺子馅的猪肉尧香
菇尧木耳遥我一进门把材料往灶台上一放袁拿起架
上那包袋装面粉袁把袋子背面反过来查看上面的
制作说明遥 接着袁我开始动手了袁拿起一个空酒
瓶袁双手按住酒瓶从小面团上滚过去袁那个圆圆
的面团就被压扁了遥 我来回地滚动酒瓶袁第一张
饺子皮就这样成型了袁我把做好的饺皮一张张地
叠起来遥

接下来我好不容易把饺子馅剁好遥
此时袁 我心想就只剩下包饺子这一步了袁心

里暗自高兴遥我伸手去拿刚才做好的饺子皮遥咦袁
怎么拿不起来了钥不会全部都粘一起了吧钥仔细
一看袁果然全都互相粘连在一起袁分不出你我了遥
那一刹袁我哭笑不得袁没想到自己忙活了这么久
白干了遥很是懊恼袁干脆把饺子陷当菜煮了算了袁
不做饺子了浴我手也不洗袁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袁望
着那堆饺子皮生闷气遥

还有一个小时袁 老爸他们才会从地里回来遥
他们现在正赶着给果树喷药遥我想此时的老爸又
是像平时一样袁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袁右手上
下摇动压气袁左手举着洒头对着果树喷遥 这么热
的天气袁他也一定是早已汗流浃背噎噎在每年的

野双抢冶季节里袁他也要抢着收稻谷袁又要忙着播
种插秧遥 在每年收获松脂的季节里袁天一亮他就
提着一壶粥上山去收松脂了袁直到太阳下山才挑
着一担松脂回到家遥在农闲的时候袁他也闲不住袁
一大早就起来做水豆腐袁下午骑着自行车到附近
的村子里兜售袁经常是天黑了才回到家里噎噎老
爸就靠着每天辛勤地种地劳作袁把我们七兄妹拉
扯大袁省吃俭用地供我们读书遥可自己从读初中尧
高中尧大学袁再到外出打工袁这十多年来在家的时
间非常的少袁 更别谈好好地做一顿饭给他吃了遥
我刚才做饺子皮的这点苦和累与老爸相比袁根本
不值得一提遥我为自己刚才幼稚不负责任的想法
感到羞耻袁 我怎么可以遇到小小的困难就放弃
呢浴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袁喝了一口水袁冷静下
来遥 我要做一顿饺子给老爸吃浴

我平静地将那团粘在一起的饺皮重新和成
一团面袁重新将它压成一片片饺子皮遥 吸取刚才
的教训袁不再将饺子皮叠放在一起了遥 最后我用
笨拙的手袁将一只只饺子包完了遥

灯光下袁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我第一次
做的饺子遥 野二袁皮厚了点冶遥 野二叔袁这个这么
大袁我一口吃不下遥 冶野二袁你看袁这个像元宝遥 冶大
家一边吃一边谈论着我做的饺子袁老爸还呵呵的
笑着说好吃遥 我也感觉今晚的饺子特别的有味
道袁它不但有醋的酸味尧酱油的咸味袁还有使我深
思的如何做出感恩之野饺冶的味道噎噎（杨柱峰）

饺 子 的 味 道

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

合 作 共 赢

月 日晚，公司牵手岑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平洲电子有限公司、苍梧妇

幼保健院、苍梧人民医院等单位，成功举办了一场以“青春有约”为主题的联谊

会， 名单身青年男女在佛子大酒店“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场有 对男女成

功配对，幸福牵手。

随着公司的发展，近两年新招员工

多名，其中男性员工占大多数，男女青年比

例悬殊，适龄青年的婚配问题存在困难。公

司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工青妇工作，关心青年

职工的成长，积极解决适龄青年的婚配问

题。这次举办联谊会，为单身青年们搭建了

鹊桥。联谊会上，来自 个单位的青年男女

们通过才艺表演、竞技游戏等环节展示了自

己，为结识另一半创造了机会。

吕岳阳 沈兰英 文 邓杨瑞 图

公司牵手六单位举办联谊会

为 青 年 搭 鹊 桥

《田野乐谱》 李殷 /摄

《加油!》 杨丽贞 /摄

男嘉宾给心动女生送玫瑰 最受欢迎男嘉宾和女嘉宾在台上的幸福瞬间

“抱团呼啦”游戏活动

■“知恩·感恩·报恩”主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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