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钓鱼，只是现
在很少去了。偶尔遇见别人在钓
鱼，自己会不自觉的停下来瞧瞧，禁
不住地往渔篓里瞅瞅，看看收获如
何。

小时候刚学钓鱼时鱼竿都是父
亲做的。家在农村，取材很方便，在
小竹林中挑长得较直的一根齐根砍
下，削去枝叶，然后把竹节在火上烘
一下，再用力将弯曲处板直。接下
来将鱼线一头绑在竹竿末梢，长度
长出竹竿50公分为宜。那时很少买
鱼钩的，通常是用
小针自己制作。先
是将小针在火上加
热，待其通体发红
后再用钳子将它弯
成钩样，弯好后再
加热，然后立即过水冷却，这样一枚
鱼钩就制成了。鱼线另一头系好鱼
钩后，找些铅皮作坠子缠在鱼线上，
最后将一截干的高粱杆绑在鱼线上
制成浮标，这样简易的鱼竿就做成
了。这种鱼竿只能在很有限的距离
内下竿。后来有了车钓就不再受距
离限制了。

夏秋季节下雨的时候就是钓鱼
的好时机，这时河水会涨些也会稍
显浑浊，鱼儿就会到处觅食。要钓

鱼要有鱼饵，现在鱼饵是多种多样
了，相比之下蚯蚓还是很常见的。

在野外钓鱼一定要找好地方下
竿，杂草太多则容易挂住钩子，太光
秃的地方也很少有鱼会光顾。钓鱼
要求有很好的耐性，下竿后就要耐
心的等待，因为稍有大动静鱼儿就
会被惊跑，更不能频繁的起竿、下
竿。鱼儿咬钩时会在浮标上显示出
来，鱼儿发现鱼饵时通常会试探性
的碰一下，这时浮标会动一下，这时
不能起竿。待鱼儿将鱼饵吞掉，浮

标会呈现连续的起落或游走，这时
起竿才有把握。如果不果断起竿再
过会儿鱼儿就会将钩吐出，当然如
果钩子上有倒矛，那鱼儿也不会轻
易脱钩。有时也会遇到些不速之
客，你会看到浮标轻微的动了一会
儿，接下来很长时间都没了动静，当
你纳闷地起竿时发现鱼钩已经不翼
而飞了，这是因为螃蟹刚光顾了你，
它已经将鱼线钳断，拖着鱼饵去哪
里美美的享受去了。如果你有这方

面的经验，在浮标轻微摇动时起竿，
这时你会将它钓上来，发现这个贪
心的家伙还用一只钳子钳住鱼线不
肯松开，上岸一会儿后才松开钳
子。你动动它，它还会转转圆眼，仿
佛在跟你打招呼，当然这时你已经
掌握了它的生杀大权。

钓夜鱼最要技术，即是在晚上四
处无光的条件垂钓。现在通常都用
荧光浮标，又或者是在鱼竿上系上
铃铛，两者都可明确的提示鱼儿上
钩与否。而我第一次跟父亲去钓夜

鱼时是没有这两样
辅助工具的，完全
凭手感判断。取下
浮标，再将鱼坠加
重到刚好不能被河
水冲走为宜。钩上

鱼饵下好竿后，慢慢地将鱼线稍微
绷紧，再用拇指轻轻地压住鱼线滚
轮。夜间出来觅食的鱼多数是鲤
鱼、鲢鱼、塘角鱼之类的，这类鱼力
大、进食快且急，一旦上钩就会咬着
钩子跑，这时拇指压着的滚轮就会
滚动，人就可以感知了。

钓鱼多数是想享受收获的成就
感，而我更多的时候则是怀念我的
父亲，仿佛此时父亲就在我身边。

(王胜毅)

钓 鱼

为丰富公司职工业余生活，增进友谊，提高垂钓竞技水平，公司职工
钓鱼协会于12月8日举办了一场野外竞技钓鱼比赛。

比赛当日天公作美，阳光明媚，初冬时节略带丝丝寒意，但这丝毫没
有影响大家参与比赛的热情和劲头。17名参赛队员中，钓鱼高手经验
丰富，动作娴熟，不时上钓的鱼儿让大家兴致高涨，刚学垂钓不久的新
人更是兴趣浓厚，不甘示弱。经过四个小时的比赛，最终谢茂盛同志绩
获得第一名，谭光宇、董德湘获得第二名，黄茂兴、陈雄、周钊宏获得第
三名。 （陈洁瑜）

公司职工钓鱼协会举办钓鱼比赛

忙碌了一天后，能洗个热水澡是冬日里最惬意的事。冶炼
公司维修车间仪表班在 11月初，协助电解、鼓风、综合回收车
间，在各车间洗澡房内安装了西门子智能温度控制系统，使得大
家在寒冷的冬日里能洗上热水澡。

西门子智能温度控制系统，其实就是一个换热系统，主要是利
用厂内的热媒蒸汽，通过管道经过温控阀到达换热器，换热器进
行冷热水转换，从而得到热水。这个装置节能高效，利用鼓风炉
的蒸汽热能，就能满足全厂的热水需求。安装初始，因执行器温
度设定不准确，一些车间换热器内温度过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维修车间副主任刘宏志带领技术员许存涛、喻灵羽以及仪表
班全体成员，对执行器进行拆解分析和参数重设，并对温控阀阀
体进行冲洗。重新调试完成后，又对各个车间的换热系统问题进
行汇总，总结出两个主要产生问题的原因：一个是温控阀前端一
定要安装过滤器，防止蒸汽进入阀体有杂质，造成温控阀关不紧，
导致换热器温度一直上升；另一个就是比例积分、微分的输入，因
为它对温度调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改变，温度就不
会超过设定值了，员工就能洗上更舒适安全的热水澡了。

换热系统的安装，让厂里的能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又充分
体现了公司对员工的重视和关心。这一股股热腾腾的水温暖了
我们的心。 （黄税彬）

冬日里的热水暖人心

《落日沉思》吕岳阳/摄

选 择

导师带徒活动让我受益良多

这是一个由19人组成的职工之家，家庭成
员们在家长邓万球、莫风清的关心和支持下，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

勤学苦练出人才
化验室职工之家的建家目标是：以情建

家、以德成家、以情爱家、以严管家，提高组织
凝集力和向心力，共同创建“学习型”、“节约
型”、“知识型”、“创新型”、“和谐温馨型”小
家。为此，技术组定期组织员工学习理论知
识，进行仪器设备的强化训练，通过开展岗位
培训学知识、岗位练兵强技能等活动，积极提
高科室员工的素质。在科室举行的技能比赛
中，一些员工的操作以稳、准、快称奇，涌现了

“安全之星”、“质量之星”、“技能之星”、“清
洁之星”等优秀员工。

以勤奋为荣
自今年 6月以来，化验室出现了非常忙碌

的景象。来自不同单位的地质样、出厂样、实
验样、外购样、生产样等接连不断，而这些矿
样有的是上午拿来，下午要结果。有的矿样
必须在本月份内完成品位出单，尤其是生产
样和加急样，必须当天出结果。化验室仅有
的两台电子天平和电热板一下子不够用。于
是，大家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工作时见缝插
针，只要仪器一停，马上有人接上。夏天每个
人的脸上和衣服都沾满了汗水，可他们没有
一句怨言。工作忙时连水都不敢多喝，怕上

厕所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有时为了赶着出
单，连午饭的时间也一拖再拖，连续在化验室
里测样。为保证准确率，化验员做完样后，大
家相互抽样检查，如果出入较大，班长或技术
员会再次进行校验。他们就是这样以科学严
谨、负责、进取的作风默默地工作着。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自今年 2月到 11月止，已顺利
完成公司下达的化验任务。总计完成化验量
17028个，配合选厂检测水样 260多个。其中
生产样品10131个，在月底抽查中化验合格率

达95.56%以上。
以奉献为乐

家庭的员工们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以奉献
为乐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年4月份以来，
受尾矿挖掘、搬运的影响，化验工作出现了许
许多多需要临时解决的问题，工作量大大加
强。化学仪器设备不同一般的设备，稍有一
丁点的震动，就会影响它的准确率。上二班
时，在设备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刘泽铖、梁亮、
李进文曾多次主动修理设备，使工作正常运
行。特别是徐波勇、林保冲、刘泽铖等人，在
无数次断水后，不管是炎热天气，还是刮风下
雨，主动进山排查原因，将被压断的水管一一
接好，使公司生产恢复正常。他们这种低调
做事、踏实做人、勤奋工作，以奉献为乐的精
神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徐秋红）

进 取 快 乐 之 家
——记佛子公司质检科化验室职工之家的故事

许文辉，冶炼公司硫酸车间的一名
工艺技术员。她，一位年轻的女技术
员，干起工作来，却有着汉子勇闯难
关的气概。她个子不高，一张瘦小的
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以精
明能干的印象。

勇挑重担
2011 年 3 月，许文辉从广西大学

化工学院毕业，她走进苍冶一线，挑
起硫酸车间工艺技术指导的重任。

2011 年 6 月，硫酸车间迎来试机
的激动时刻，为了顺利完成试机任
务，她有时连续加班坚守在岗位，一
方面及时解决试机期间出现的问题，
另一方面抓紧机会学习。经过大家
两个月的努力，硫酸车间试产成功。

2012年 3月，结合生产实际需要，
她对硫酸车间的全体员工进行了一
次系统的工艺技术培训。虽然在平
日里她可以一个又一个的为员工解
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但这一次培
训，让她感受到从没有过的压力。她
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可以
供她所用，但是那些也只能作为参
考，她要联系实际把知识一点一滴串
联起来，把更多的知识具体化、形象
化。她由浅入深地把工艺流程向大
家一一解释，甚至每根管道或每个零
部件的工作原理也不放过，她的努力
使这次培训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硫酸虽危险，但许文辉从来都没
有表现出丝毫畏惧。有一次，硫酸车

间一吸循环槽底流的一处法兰出现
喷酸，她和车间的欧主任迅速赶到现
场时，“恐怖”的浓硫酸正发出“嘶嘶”
的声音，此时，大家都不敢轻易靠近，
只见她拿起相机，由远及近，镇定地
观察着，她这样做很快就找到了漏
点，为进行下一步的修理工作打下了
基础。

认真办事
许文辉不仅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

技术员，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文
员。当我们走近她的办公桌时，除了
干净整洁外，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摆
设整齐有序，她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
给大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当很多人在提到许文辉这个名字
时，常常喜欢用“认真”两个字来形容
这位 80后的技术工作者，是的，硫酸
的危险性是大家所熟知的，不认真就
很容易出现险情，甚至发生事故，干
化工这一行，认真是我们每个员工不
可缺少的素质。在遇到一些技术上
的难题时，她会很专注很投入的先想
个究竟或看个究竟，一旦悟出点道
理，她都会立刻记到本子上，生怕灵
感稍纵即逝。

术业有专攻。她还是一个勤奋好
学的技术员。她不仅重视自学，还向
一很多人学习请教。当有专家到车
间考察或交流经验时，她会牢牢抓住
难得的机会，让自己学的更多。她也
常常把在岗的师傅们作为自己学习

的对象。当然，她还是我们的老师，
每逢有新进的员工，她会不厌其烦地
一遍又一遍地传授知识。

无私奉献
在同事们看来，许文辉还是一个

无私奉献的人。2012年初，硫酸车间
开始建“家”，“小家”的各种事务主要
由她来“打理”，她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但她没有抱怨，而是花尽了心思，
把“小家”建成了优秀样板。刚开始，
她把“小家”当作了自己的家来建
设。在理解了“小家”的真正含义之
后，硫酸车间小家建设开始了崭新的
一页。她常常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收
集大家的各种关于小家发展的建议，
与大家共同建设自己的“小家”。在
她看来，“小家”不是“她”的，应该是

“大家”的，也许，这才是她“理”家的
经验吧。

有时身边的同事跟她一起完成一
件任务时，已经到吃饭时间，她会先
让别人去吃饭，而自己却继续坚守在
岗位上，因而往往错过食堂打饭的时
间，最后只好以方便面为食。要是任
务重，她甚至牺牲自己周末的休息时
间，直到把任务完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才一年多
的这位姑娘，先后获得了佛子矿业公
司“先进工作者”、“五一巾帼标兵”、

“工会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2012
年，她又被公司评为“优秀通讯员”。
在硫酸车间获得的集体荣誉中，有她
不少的功劳。

（兰达义）

铿锵玫瑰香飘生产一线
——记硫酸车间工艺技术员许文辉

记得初进华锡集团佛子矿业公司的那天，
良好的工作氛围以及和谐的工作环境触动了
我的心灵，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将要在这里挥洒
激情、斗志和梦想。我一直在想，这要怎样的
底蕴才能成就一个这样的企业呀，我又该如何
为这个大家庭添砖加瓦呢？怀揣着猜想，我在
这里开始新的征程。

从表面上看，矿山实在没有多少令人神往
的美丽之处，但是它却拥有让矿工几代人都为
之贡献的魅力！加入到矿山这个大家庭后，在
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日子里，我逐渐明白了：这
里有老一辈矿工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
神，有恩师领导对下级后辈如慈父良母一般的
关怀，有一代代佛子儿女的默默奉献与付出。
心里对这老矿山产生了别样的情怀，风风雨雨
几十年，佛子人为这个大家庭兢兢业业地付出
着，而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成长和施
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时光荏苒，两年已逝，流逝的岁月如沙漏般
筛选沉淀着过往的记忆。日历翻到 2012年 4
月 23日，有幸到华锡大厦参加集团公司举办
的宣传新闻新人培训，我终于见到了他，那个
默默关注我们文学新人成长的尧道忠老师，记
得首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居然记得我的名
字，他说：“你写的东西很有灵性，但是你还需
要更深刻去挖掘文学的思想深度，《绿叶与落
叶》这个题目太俗气了，改为《落叶之美》如
何？”当时心里觉得不可思议，我只是基层的普
通职员，他居然会记得我，还记得我写过这么
一篇文章。

当我那稚嫩的文字在佛子的网络和报纸上
发表的时候，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这些小成
绩使我变得更加自信。佛子，是您把我们这些
文学爱好者组织起来，把我们的创作激情凝聚
一起，经常开展创作活动，举办讲座，组织我们

深入矿区，外出采风，这些活动都让我们直面
基层，贴近生活，更好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
提升了我们的创作水平。我感觉到作为佛子
业余写作者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用文学
记录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尊重生活的真实去进
行文学创作，让人们看到真实的矿山，让历史
铭记八桂大地这群可爱的矿工；我们要用文学
的眼光去解读佛子人的工作与生活。

每每经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
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些年，
我的思想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心中的那把
标尺能精确地记录着我的每一次进步，我不苟
言笑的时候就是在做最深的思考，静水流深，
深水无声。我希望自己就像向日葵一般：在我
年幼无知的时候，我崇拜太阳；在我低头沉思
的时候，我有了果实。成功过委屈过，摊开掌
心，觉得还是在时间沙漏中留下了些许成长。
加入到这温馨的大家庭中，在工作中结识的如
父母一般的同事关心包容我；如朋友一般的同
事真正站在我的角度用智者的眼光为我出谋
划策；新老朋友随时为我提供不少方便；还有
人总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让我任意妄为，默默
聆听、默默鼓励。对于如此重视内心情感体验
的我来说，这些都多幸运，多弥足珍贵啊。

投身佛子，两年多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成
熟与勇敢，在人生中走到某个路口，驻足回首
时，少一些怅然若失。成长的路总是这样，有
付出也有收获，有嘲笑也有支持，有泪水也有
笑声，但任凭风雨如何，始终不变的就是——
佛子犹如我的家，这里就是我的坚强后盾和栖
身之所。佛子，我的家，我爱您如敬重我的父
母，我愿用勤劳的双手与您一起描绘宏伟蓝
图。 （严 媛）

投 身 佛 子 我 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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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豪情万丈的气概，却用青
春和汗水采集出第一手生产数据；
他，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却用智慧
和信念把“地下宫殿”描绘；他，没有
惊天动地的壮举，却19年如一日与青
山为伴与岩石为伍，无怨无悔谱写矿
山发展的新篇章；他就是公司副总工
程师、生产技术科科长、优秀共产党
员——江河。

寻找后续资源比什么都重要
佛子矿业公司是一个老矿山企

业，经过数十年的开采，资源短缺的
问题日益突出。河三矿区经过近半
个世纪的生产，加之中途管理不规
范，坑口的三级矿量严重失衡，如果
不及时找到矿源，坑口将面临闭坑的
威胁。资源储量成为压在江河心里
的一块大石，没有后续资源意味着什
么？作为生产科科长的他很清楚。
“生产技术科是公司的职能部门，

我们必须为公司的生产服务，急生产
之所急，需生产之所需。”这是江河常
挂在嘴边一句话。为了增加资源储

量，江河经常随同公司领导、技术骨
干深入井下调研，认真分析，召开技
术讨论会，同时与地质队进行技术交
流，确立了“深部探矿、周边探矿、盲
区探矿”的新思路和新手段。江河除
了安排科室里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

“扎营”红卫坑口，保证坑口日常生产
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外，还全面配合广
西271地质队对红卫坑口牛卫、勒寨、
鸭公冲矿段展开深部探矿。经过近
两年的不断努力，红卫坑口终于传来
捷报，勒寨 400、50中段，牛卫 400中
段钻孔均不同程度见矿。得知这一
消息后，江河马上吩咐红卫坑口技术
人员进行坑内探矿。2012年 9月，穿
脉工程完成，初步探明矿石储量约60
多万吨，这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贡献。

“这个工程拖不得”
2003年的4月，对江河来说是一个

非常沉重而又难熬的4月。他那瘦弱
的妻子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加重到玉
林骨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进行

得很顺利，但需要住院两个星期才能
完全康复。看着妻子一天比一天好
起来，他悬在半空的心才放了下来。
在妻子住院的第 7天，井下一工程出
了问题，江河听着同事打来的电话
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病床上的
妻子明白他放心不下矿里的钻探工
作，让他去办理了出院手续。第二
天，当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井下忙碌
的时候，有位同事就说他：“江河，你
也真是的，自己老婆都病成那样了，
还那么拼命干什么？”江河皱着眉淡
淡地说：“没事，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个工程拖不得，会影响整个开拓进
度的。”

2012年8月份，江河不小心扭伤了
腰，疼痛使他坐立难安，本来打算好
好休息几天，可听说 20中段 011线发
现了一条新矿体，他又坐不住了，忘
记了医生再三叮嘱的卧床休息，忘记
了自己腰上还敷着药膏，缠着厚厚的
绷带，下井去了。去20中段需要爬一
条 100多米长的斜井，江河板着腰一

步一步吃力地往下走，往常只用五六
分钟就能走到的斜井，他竟然走了十
多分钟。当看到矿体品位高、厚度大
时，他又高兴地忙碌起来，拉皮尺测
量矿体厚度、产状，忙上忙下，竟然完
全看不出他身上带着伤痛。忙碌的
汗水与疼痛的冷汗湿透了江河的衣
服，这时大伙才发现缠在他身上的绷
带居然也滴水了，他却笑着说：“我还
是头一次缠着绷带下井呢？没想到
它还会滴水。”当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时候，江河才如释重负的拖着疼痛不
堪的身躯出了井。

青山作证，矿石为鉴。19年来，江
河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地质技术员
成长为地质工程师，生产技术科科长
乃至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他，像一面
旗，矗立在大山深处迎风飘扬，更像
一名探索者，穿梭在大山深处，寻找
矿山资源的命脉。

（梁明艳）

愿 作 云 彩 绘 蓝 天
——记 公 司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江 河

参加导师带徒活动，确实是一个意外，但就
是这个意外让我受益良多。

2011年底，公司团干拿了一份文件来到质
检科，让我们积极参加导师带徒活动。因为这
是个新项目，大家对它知之甚少，我们团员青
年看了文件后，对它既好奇又顾虑，担心报名
后应付不来。我看了一下感觉蛮有意思的，觉
得自己肯定可以从这一活动中学到点东西，因
而抛开顾虑毅然报名参
加了。

在导师带徒活动中，
陈献华成了我的导师，她
不但在工作中给予了我
很大的帮助。还对我操
作上有不规范的地方及
时给予了纠正，有时她还
手把手地教我。为了加
强我们的理论知识，她每
个月还利用自己的空余
时间出一份试题给我们
做，并且对我以往在工作
中遇到的疑问一一作答
并及时点评，有时还和我
们探讨元素检测的新方
法，多种教学方式让我的
专业知识和操作技术有

了很大的提高。
如我预料的一样，当初的这一决定让我在

后来的一年中大长见识。虽然说以前在学校
的时候就学过一点化验知识，但是在工作中是
远远不够的。导师带徒活动让我更有信心面
对今后的工作，感谢公司组织了这样一个活
动。希望这个活动能继续办下去，让更多的员
工从中受益。 （梁 新）

大千世界，包罗万象。生物圈中适者生存，是大自然中不可
改变的定律。

在远古，人类为了生存选择了改造大自然，为实现理想，人
类尽智力之极限，艰苦探索。从远古的刀耕火种，使用石器，不
断改革创新，到现在的机械化作业并进入网络时代,历经数万年
的磨砺，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人类的敢于选择。

时至今日，在现实中人们也一直在选择。有的选择权力和
地位，有的选择金钱和财富，有的选择健康和快乐，有的选择无
私的奉献。我们佛子人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选择了参加矿
山的开采和建设。有的已经祖孙三代都在为了矿山的繁荣和
辉煌努力奋斗，这种选择是执着的,我们要为这样的选择而自
豪！我们要坚持信念、端正理念、践行观念；要增强团队精神、
认真执行上级下达的各项规程和工作指令；不徇私舞弊，努力
克服困难，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同时加强安全意识，勤检查，善
发现，及时整改，不存侥幸心理；克服习惯性违章、杜绝违章操
作，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要坚持节能降耗，增加经济效益；要
爱护设备，珍惜原材料，从细微处入手，坚持不懈。从我做起，
互相激励，互相推动,为佛子矿业稳定向前发展作出自己的一点
点努力。

我们选择了佛子矿业，她的荣辱盛衰与我们息息相关。我
们要永不放弃！ （黎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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