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有一篇文章
《一间自己的房子》，里面论述了女性写作的艰难。她认为女性要
参与进写作这个行当里，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独立，
一个是思想独立。到后来，“一间自己的房子”变成了经济独立和
思想独立的隐喻。
有人说找个好工作不如嫁个好老公，一个女人幸福不幸福，

主要在于是否嫁对了人，从恋爱到结婚到生孩子，一直到老，男
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一个男
人身上，并不可靠。女人要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能照顾好家庭，
但又不忽视自己的需求。归根结底，一个女人要幸福，需要有一
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女性经济独立，才能挺直腰杆说话。一家之主一般由男人来

当，“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里，只因为一句“财大气粗”，男人挣
的钱多，所以说话底气足。女人有一份稳定的适合自己的职业，
即使挣钱不比男人多，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看男人的脸
色行事。

女性经济独立，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买自己喜欢的书，买
自己喜欢的鞋子、衣服。当然如果碰到的是好男人，懂得疼惜自
己，当然会为自己买单，但是如果碰到小气的男人，不舍得为自
己买单，自己又没有什么本事，那么就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只能寄人篱下。
女性精神独立，才不会附庸于男性。女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自

己独特的视角和见解，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而不是作为跟屁虫或
者留声机。
女性精神独立，才能吸引男性。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可以互相

沟通、互相交流的，而不是一个指挥另一个人去做。为了男性放
弃了自己的原则，男性并不会有太多感激。
女人需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保证独立的自我，找准在

社会中的位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创造财
富的同时努力实现自身价值，才能获取真正的幸福。

（吕岳阳）

女人要有一间
自己的房子

本报讯 3月 4日，公司举行
女职工“迎三八巧手秀美”手工艺
作品展评活动，一幅幅栩栩如生的
十字绣、一盆盆造型精美的丝网
花、一件件创意十足的编织等作品
摆放整齐，展评的会议室绿意盎
然，活色生香。

此次手工艺作品展评活动得
到了公司女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参与，女职工们用智慧、创意制
作的 216件精美作品争奇斗艳。活
动共设十字绣、丝网花、编织三类，
每类分别评选出作品一、二、三等
奖各 10幅，优秀奖作品各 10幅。
经评审，李孔葵作品《花开富贵》、
杨丽梅作品《富贵桃花开》、黄雪君
作品《唯美的小裙》脱颖而出，分获
十字绣、丝网花、编织类一等奖。
展评活动是公司“三八”妇女节

系列活动之一，为广大女职工搭建
了展示才华和智慧的舞台，更加激
发了女工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创
造美的热情。 （陈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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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了一篇以花喻女人的文章，如今又
是一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纵观身边的“花儿”在冶
炼这片银色沃土上绚丽绽放，构成一幅百花齐放
的壮丽景象。

迎春花，开于冬末早春，第一时间向人们传
递春天的温暖。蓝天，工会计生专干兼冶炼女职委
员，她立足本职，待人亲切，帮助处理各类问题，为
远道而来的员工家属安排住宿，与上级女职委主
任一起解决家庭纠纷。蓝天为员工排忧解难，做了
大量的好事实事，她就像朵迎春花，让员工感到温
暖。
红玫瑰，娇艳似火，热情的代表。陈燕萍，冶炼

团支部书记，开朗活泼的她，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丰
富有益的团员活动。如青年团员植树活动、导师带
徒活动、男女青年联谊活动、冶炼首届青年歌唱比
赛。正是因为这样一位热情的团支书，在公司营造
了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朝气的生产工作环境。她就
像一朵时刻燃烧着热情的红玫瑰，散发着浓郁的
馨香，充满热情和生气。

牵牛花，俏而不娇，朴实、美丽、大方，它有个
俗名叫“勤娘子”。陈石焕，动力车间氧气站工艺技
术员，一位身形娇小却健步如飞的女孩。她肩负着

氧气站的生产工艺技术。她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
冶炼公司制氧站。为了摸透设备学精工艺，在厂家
技术人员未离开前，她一直谦虚跟随左右学习。刚
开机生产时，为了追踪掌握设备运行情况，她常加
班加点通宵工作，业余时间还自学相关专业知识。
她就如同一朵牵牛花，只要给予它空间，她就不断
地向上生长攀登，开出一朵朵艳丽的花。
百合花，纯洁，雅致。张聪颖，工会科员，写得

一手好文章。她的多篇文章登刊在了《苍冶视窗》、
《佛子矿业》、《今日华锡》，如《我的未来不是梦》、
《冶炼开荒牛》、《因为爱》等，她的一篇文章《奶奶》
参加华锡感恩征文比赛，荣获了三等奖。她就如一
朵百合，散发着一缕清香。
双生花，一蒂双花，竞相绽放。许文辉，硫酸车

间工艺技术员，技术过硬，文笔好。她所在的 QC
小组项目获得了三等奖，出身理科的她也发表了
多篇文章，写作的文笔及思路让人称道。文武双全
的她就如一朵双生花，竞相争艳。
在冶炼公司的各条生产战线上还绽放着朵朵

“花儿”，她们有的为企业争得了荣誉，有的默默坚
守岗位，无私奉献。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 （周丽梅）

百 花 争 艳 春 满 园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佛子矿
业公司质检科里，有这样一群既普通又平
凡的女工，她们用智慧和勤奋，为公司的
质检工作作出了不平凡的成就，她们是一
群因智慧和勤奋而美丽的女人。

勤奋工作显美丽
“全年工作质量好，安全标准化质量

程度高，设备完好率 100%，正常开动率
100%，除硫酸铜、石灰、脱水样、实验样以
外，全年共取生产样 4500多个”。这是取
样班九名女工去年齐心协力、恪尽职守、
勤奋工作的真实写照。有人说，在取样班
工作，能练出一双好脚力，这话一点不假。
每天一到工作面，就能看到她们忙碌的身
影。先是爬上约四层楼高的粉矿仓检查核
源，然后清扫核子称上的灰尘。这不是普

通的楼梯，而是铁梯，铁梯狭窄、陡峭、转
弯多，一般的人上去后，要有胆量才能下
来。冬天里的一个夜班，当时正下着雨，小
梁检查核源后，走下来衣服已被淋湿，其
它车间的员工劝她赶紧把衣服换掉，可她
却说：“没事，再检查完另外几个工作面才
去换衣服”，话里是一份轻松，话外却是对
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每个工作日，她们至
少要爬四次铁梯。从铁梯下来后，就到电
脑房核实矿石的含水成分，然后再穿过磨
浮车间查看原矿取样机、精矿取样机、尾
矿取样机的取样情况。由于工作面多，每
天她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行走，一年
四季，要穿坏几双鞋子。她们每天要克服
温度高、药味大不利因素的影响，把取好
的带水样烘干制成化验样，然后送到化验

室。
在化验室，工作时考验她们的还有

“站功”，化验一个生产班的样大概需要站
三个小时。特别是在炎炎的夏天里工作，
对爱美的她们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每次
工作完毕，脸上、衣服几乎占满了汗水。

拥有智慧更美丽
从事化验工作，不仅需要科学严谨、

认真仔细的良好素质，同时还要强化业务
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知识水平和业
务技能。
化验室 77%是女工，其中大专以上学

历的超过 50%。这些女工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都来自科室领
导的言传身教。因为她们知道，化验结果
是为公司的生产统计和生产监控等及时

提供准确的生产数据，稍有丁点不慎，就
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利益。平时遇到一些技
术难题时，她们会很专注地投入研究。遇
到有专家做实验时，她们会放弃休息时间
利用难得的机会学习。
一份付出，一份成绩。莫运红、韦林秀

曾经代表公司参加集团举行的职工技能
比武大赛获得过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好成
绩；她们中有先进生产工作者、巾帼英雄、
质量之星、技能之星；化验室曾获得过广
西五一巾帼标兵岗、梧州市五一巾帼标兵
岗、广西文明示范岗、公司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
她们就是这样，用智慧和勤奋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展现着女性最美丽的一
面。 （徐秋红）

要要要 小 记 公 司 质 检 科 的 姐 妹 们

我们通常把女性称为“半边天”，我国的
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参与祖国
的现代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很多巾帼英雄，取得
了不少骄人的成绩，有的是在自己平凡的岗
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有的是道德模范，
有的是体坛好手。特别是渐去渐远的 2012
年，占据“半边天”的中国女性更是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精彩！
这一年，有一张令人骄傲的光荣榜，见证

了中华女性的风华绝代。
这一年，有一本令人感动的花名册，散发

出中国女人的善能量。
这一年，那些闪光的人和事，绽放了中国

女性的美丽！
2012年 6月，在茫茫太空中，一位普通中

国女性刘洋让“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成功
上演“天神之吻”。由于出色地完成了“神九”
的载人航天任务，刘洋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
航天员，从而实现了中华女性孜孜以求的飞
天梦想，茫茫宇宙中从此出现了中国女性的

身影。刘洋 13天的太空之行不但让我国成为
了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的国家，而且还创下了历次之最。作为中国首
位女航天员，刘洋在太空的一举一动都被人
们津津乐道。翻筋斗、晒熊猫玩具、骑自行车、
秀“中国功夫”……她被网民亲切地誉为“神
女”。刘洋在展示着中国女性时代风采的同
时，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与她有着同样执著
追梦理想的新时代女性加入到其中，共同去
创造更多的飞天神奇。

2012年 8月的伦敦奥运会已经落下了帷
幕，在中国军团所获得的 38枚金牌中，半数
以上来自女子项目，奥运女团当之无愧成为
了最耀眼的群星。奥运女团新秀层出，有 10
位 90后中国姑娘尝到了奥运冠军的滋味，而

16 岁的游泳天才少女叶诗文足以让世界惊
艳。金牌有限，而拼搏无限。拼搏是这些姑娘
们笑到最后的坚持，拼搏是她们挑战生命的
能量。
在 2012年全国卫生系统获得“白求恩奖

章”的 10名医护人员中，南宁市第四人民医
院艾滋病科的护士长杜丽群榜上有名。“白求
恩奖章”是我国医疗界模范个人的最高奖项。
“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展生命的
宽度。”这是杜丽群信奉的一句话。在坚守艾
滋病房的 7年 2500多个日夜里,她参与或指
导护理艾滋病人 4000多人次，让许多濒临绝
望的生命重燃希望之光，被艾滋病患者亲切
地称为“大姐”。

我们要把 2012年 5月所有的鲜花都送

给 28岁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张丽莉
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初三 （3）班
的班主任。5月 8日晚的放学时分，在一辆失
控客车撞向学生的危急时刻，本可以躲开逃
生的女教师张丽莉，反而迎着车轮奋不顾身
地扑上前去推开了学生。学生得救了，她自己
却被无情地卷入了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
高位截肢。就在我们还在讨论敢不敢扶摔倒
的老人时，年轻美丽的女教师张丽莉用自己
的行为诠释了这个时代的道德高度，彰显了
师德揩模，无愧 2012道德模范第一名。

当然，刘洋、奥运女杰、杜丽群及张丽莉
只是 2012 年无数巾帼英雄中比较突出的几
位，其他的比如被网友称为“最美的支点”的
女交警李珊、“英雄空姐”郭佳、“最美护士”何
遥、“最美女孩”何玥及“最坚强高考女孩”肖
丽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让我们为中国女性们喝彩！

（梁健东）

2012，为中国女性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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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司工会女职委为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３
周年，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

活动内容丰富，有评选表彰
活动、首届女职工手工艺作品展
评活动、书香“三八”———幸福中
国喜迎“国际幸福日”读书征文
活动、趣味活动等。公司评选、表
彰了 ２０１３ 年度五一巾帼标
兵岗 ５ 个、五一巾帼标兵 ４９
人、女职工工作先进个人５人，
女职工工作积极分子５人，女职
工之友８人。３月７日、３月
８日，公司在佛子冲矿区、河三矿
区及苍梧佛子小区等三个片区举
办了接力运球投篮、接力传呼啦
圈、双人夹气排球、足式保龄球、
抛圈等趣味活动，共有 404名女
职工参加。

（甘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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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夹气排球比赛 徐敏霞 摄

手工艺作品展现场 陈洁瑜 摄

李孔葵十字绣作品《花开富贵》

杨丽梅丝网花作品
《富贵桃花开》

黄雪君编织类作品
《唯美的小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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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式保龄球 罗 宪 摄

接力运球投篮 徐敏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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