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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相识相知的光景
在我的脑海里放映
一片片 一段段
交织成一张幸福的大网
将我紧紧包裹

我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将自己与现实隔离
偷偷哭泣
因为独孤
所以害怕
因为害怕
而更加孤独

你伸出双手
将我从阴暗中拉出
温柔的
淡淡的一笑
打开了我紧闭的心窗

你轻轻的
擦拭着我眼角的泪珠
温柔的对我说
不怕 一切有我
你紧紧的
拉着我的手
在满含亲情
欢声笑语的世界中来回穿梭

在一起的日子
是那么美好
蓝天 白云 空气 花草
一切的一切
都伴随着幸福的味道

因为有你
我不再孤独
因为有你
我不再害怕
而这一切只因有你
有你 真好

尹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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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峭飘雨的夜，出租房中唯剩滴答下雨
声和笔的呼吸。雨滴溅起记忆的涟漪，寒气剖
析了我的心灵，催我挥笔。书写的甜蜜，寄托
的哀思，笔知道。心灵与脑际间往事轻轻的撞
击，迸溅。内心的挚诚与悸动让我欣喜，又使
我惶恐，我安静的扪心自问，我工作快乐吗？

参加工作两年了，当班长也已一年多了，
在工作中我的快乐来自完成工作任务的快
乐，工作中顺顺利利的快乐，评先争优有份的
快乐，月底收获工资的快乐，同事间调侃的快
乐。种种的快乐，我得出一个结论：工作中的
很多快乐都来源于同事间的友爱以及大家在
工作上的同心同德。

但我突然不快乐了。
近段时间因各种原因，车间生产放慢了

脚步，似乎我也跟着对生产不那么关心，对班
级也不那么上心，我是怎么了？哈，突然想起
我曾为自己写下的班长宣言：“用豪情奏响
生产的乐章，跟我来攻坚克难拿下满产超量。
一起学规章制度从我做起，安全意识时刻保
持，团结一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是我
对宣言淡漠了吗？是不是应验了作家王小波
的那句话：“生活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但我相信只是临时的“开小差”，我同样会像
诗人北岛那样大声的疾呼“我 --不 --相 --
信！”我不相信工作会麻木，我不相信握不紧
执著的绳索! 因为我没有选择碌碌无为的人
生。工作照亮我的理想，让生命罗盘指引我前
进,指引我们班级的进步。

顿时,豁然开朗了。若工作是首激情豪迈
的歌，那生活就是悠悠迷人的曲，它们从来就
不会分开。健康是生命之本，工作是生活的基
础，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同理。再次在审视自
我中，扫去心中灰霾也是一种快乐。

我工作我快乐
□ 田发胜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矿山人，在矿
山里出生，在矿山里长大，对矿山有着
一种说不出的情怀。

矿山里的路是蜿蜒曲折的，矿区里
最常见的是低矮的楼房，还有就是自己
搭建的木板房，砖块房。这里生活条件
艰苦，但这里却是矿工们为之奋斗的舞
台。这里居住的矿工朴实、勤劳，尽管乡
音、习俗、口味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矿
山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这里地处农村和乡镇的交接处，离农村
很近，常常能吃上真正的土鸡、农家菜
和本地农村的土特产，这是矿山人最惬
意的事。

矿山的集日是热闹的。每逢集日，
矿区的街上就特别多人，这也就成了矿
工们休闲和购物的好去处。集日这也是
矿山小孩最喜欢的日子，不仅能吃上大
人买回来好吃的零食、水果，而且跑到
街上，还能看到很多热闹的场景。我特
别怀念小时候，当时我们矿山经济效益
比较好，那时赶集的人可真是多，岂是
一个“挤”字了得。卖衣服的、卖药的、
耍猴的、卖艺的，还有一些慕名而来，准
备来这里大赚一笔的外省人，他们用卡
车运来吃的、用的商品，可真是把一个
河三矿区街道都占满了。而此时的矿工
们也利用休息时间三个一群，两个一

伙，呼朋唤友陆陆续续到集市上采购东
西，顺便也在街上大饱眼福。我们小孩
子最喜欢看热闹，这里瞧瞧，那里看看，
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些江湖上卖药的，
嘴巴装个麦克风，在摊位上吆喝着，弄
得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
通。少不更事的我们常常被吆喝声吸引
着，好奇心驱使着我们这些“矿儿崽”
们拼了命挤进人墙看个究竟，结果又失
望的拼了命的挤出来，至今想起还让人
忍俊不禁。集市还在进行着，但是每个
赶集回来的矿山人，脸上总是堆满了笑
容，满载而归。
在成长的岁月中，我也见证了矿山

经济效益低谷的时候，由于当时市场不
景气，在加上企业经营不善，职工工资
发放每况愈下，那时矿工们的生活很困
难。当时的我还在上学，常常看到很多
同学的家里都堆着一堆名叫做：“黄狗
头”的东西，听说是用来做药的，很多人
下班后，利用休息时间到山上挖掘。这
个东西疙疙瘩瘩的，浑身是毛，刮净毛
了就可以卖钱，当时很多矿工用这个来
补贴家用的。
虽然困难重重，但谁也阻挡不了我

们矿山人前进的步伐，大家团结一心，
不离不弃，不懈努力。在新一届领导班
子的正确决策和引领下，佛子矿人走出
了困境，企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矿
工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毕业后，我出到外面闯荡，虽然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作为矿山子弟的
我，心中还是割舍不了对父辈那份矿山
情，梦里还是常常会想念那片生养我的

土地。终于，在 2008年 7月份的那次招
工中，我和许多矿山子弟回来了，做了
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正是有着许许多
多这样的普通员工的共同努力，团结奋
斗，顽强拼搏，矿山的建设才会更加美
好。而我，也和许多矿山子弟一样，在矿
山里组建了小家，扎根在矿里。
一路走来，佛子矿以多元化经营的

模式，一步一个脚印，正在向现代化企
业不断迈进。也正是因为有了矿工们对
矿山的那份情，那份取信于企，与企业
同舟共济的执着，公司迎来了崭新的局
面。佛子冲铅锌矿实行了公司改制，纳
入了华锡集团，而我们也就成为了华锡
人的一份子，心中就有了更宽广的舞
台，前行道路的方向也就更加明晰了。

对 矿 山 的 那 份 情
□ 封梅清

湘西的凤凰小城，临江的阳台，
惬意的享受，尽收眼底的美景，斟一
杯纯正的猕猴桃酒，满足味觉的需
求，与此情此景交换彼此的美丽和快
乐。

走长长的青石板街，逛花花绿绿
的店铺，跟甲乙丙路人五花八门的对
话，在小城里留下我们的足迹，还有
欢声笑语；山腰中，我们坦荡荡的呼
喊“啊啊啊”，怕是回荡在小城里最
久的声音了；英文版的文化名人———
沈从文墓地简介的朗诵表演，秒杀所
有路人；沱江上我们蹩脚的山歌对
唱，落日的阳光把我们抱得好温暖；
雅致的吊脚楼群，我们有幸站在你们

的身旁留下了美好的纪念。
黄昏，灯火通明的小城，温情地

把我们融入她的怀抱，任由我们撒
娇，感叹这惊奇的小世界如何这般的
诗情画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红黄
的灯光映入江水，此时这滋养两岸人
们的沱江与她的子民融为一体，我们
仿佛看到了古时散发着繁华，充满了
生机，满怀慈爱的小城深切地保护着
她世世代代的子民在这里生息劳作，
我们不得不感动于这城里让人感动
的景感动的人感动的物。

入夜，岸边的酒吧群苏醒了，要
说是酒吧，不如说是邂逅的圣地，游
客们将自己置身于各具特色的 ba r ,

尽情歌唱，舞动，畅谈，各种灯光的交
错，各种感情的交织，随着音乐而挥
洒、释放，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只是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另一种张扬的表
达方式，不再拘泥于小小的自我。

而我们意外走进了沱江岸上的
“一米阳光”酒吧，尝过草莓、柠檬、
薄荷三种味道的鸡尾酒，高脚的小圆
桌和高脚凳，开始我们的狂欢。

我们在黎明到来之前，从“一米
阳光” 这迷幻的气氛中将自己抽离
了，换取一份最天然的宁静，悄然回
到我们临江的窝，我们在小窝里能透
过窗子欣赏到对岸沁人心脾的夜景，
静静地欣赏，大大地享受了一番，而
后怀着这份难得的宁静入睡，只怕我
们的梦里也是这美丽的小城。

我梦里的小城，我梦里的欢笑，
这江，这楼，这景，应该记得我们共同
的快乐！

我 的 凤 凰 记 忆
□ 韦贵思

新年新气象，忆去年，豪情壮，挥汗洒泪争事干，
看今朝，志满怀，迎风破浪继开来。
在年度餐会上，我们冶炼公司电解车间煤气站各

位同事，在酒足饭饱吐心声环节中，争先表达了过去
一年工作中的出彩点。

刘丽生说：去年，在安全生产方面，大家都做得
很好，全年无工伤事故发生，来年要保持，切勿疏忽
大意，坚决杜绝上班睡岗，做得不好的要改，好的要
发扬。

莫小宇说：去年我们在设备保养和维护方面，以
及清扫站内外卫生保持干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
希望同事们来年继续保持，别掉链子。

周小龙说：去年我们在生产工作方面做得不错，
虽出一些小问题，但都能及时处理。在交接班方面也
能做到手把手交接，不留疑问给下一个班，希望
2013年始终保持这些好作风。

罗华川说：去年我们班与班之间，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相处很融洽，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隔
阂、口角、甚至争吵都没发生，所以来年我们要继续
加强同事与同事间，班与班之间的沟通，保持这种良
好的工作氛围。

餐会上，热烈的讨论继续进行着，人人都争先发
表了自己去年一年的得与失，吸取别人的长处，找出
自己的不足，力争 2013年更上一层楼。

晚餐，是在一句口号声中结束：2013，看我的。
（周小龙）

时间的脚步从来就不曾停止，不
知不觉就迎来了女儿的两岁生日。我
在心里琢磨着到底准备什么样的礼物
才更有意义呢？

由于工作在矿山，每逢周末才能
到县城的小家与家人团聚，不能每天
都陪伴女儿左右。每每别人问起她：
“妈妈呢？”她总会说“妈妈去上班。”
每晚只能通过手机聆听她天真稚嫩的
声音，以慰我的相思之苦。我倍加珍惜
每一次与女儿团聚的时光。

眼下，到底送什么礼物给女儿呢？
我冥思苦想了一整天：给她买一条漂

亮的裙子，给她买一双鞋子，还是给她
买玩具呢？突然，想起美国《母亲年
鉴》作者，著名儿童教育专家玛格丽
特·凯莉曾经说过的一番话：“在当前
被动的电视文化中，陪孩子一起玩，才
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真是一语
惊醒梦中人。陪女儿好好的玩一天，这
就是送给她的最好最有意义的礼物。
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先生，他也连
连称好。

在女儿生日那天，我早早就把她
叫醒，梳洗完毕吃过早餐，带上我提前
准备好的风筝，我们开始了女儿的第

一次风筝之旅。
女儿高兴极了，出了家门就像放

飞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唱着她熟
悉的儿歌，有时还会手舞足蹈。很快我
们就来到了一片空旷的草地上，放眼
望去，一片绿色尽收眼底，夹杂着泥土
气息的新鲜空气弥漫在周围，我们贪
婪地呼吸着。难得天公作美，偶尔有几
缕阳光照射大地，几朵白云飘在天上，
风儿也不想让女儿的第一次风筝之旅
大失所望，鼓足了劲儿吹个不停，先生
拿着风筝不断的跑着，我和女儿跟在
后面跑了起来，终于风筝缓缓地飞上

了天空，而且越飞越高。
太久没有户外运动了，跑两下就

已经气喘吁吁了，我不由得想起了一
句话：“生命在于运动。”看来以后要
多多运动才行了，只有健康的体魄，才
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看着天上的风
筝，再看看满心欢喜的女儿，这份礼物
真的很有意义，我选对了。
“如果你爱我就多多的陪陪我；如

果你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爱
我就多多的抱抱我；如果你爱我就多
多的夸夸我……” 听着女儿哼的歌，
我的心里酸酸的很难过。我何尝不希
望可以天天陪伴在她的身边，陪她笑、
陪她哭、陪她玩、陪她吃饭……可是我
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就放弃
了养育我的这个“大家庭”呀！从我选
择回到矿山工作的那刻起，我就已经

对它有了特别的情愫，我热爱它，怎能
舍它而去呢？其实在矿山里还有很多
很多像我一样的母亲（父亲），他们何
尝不想每天陪伴在自己孩子的身边
呢？只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矿山更
美好的明天，他们为了“大家”而舍弃
“小家”，默默的忍受思念爱子 （爱
女）的相思之苦，并把此化作了工作
的动力，因为只有我们的“大家庭”变
好了，我们的“小家庭”才会变得更
好。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最

好的礼物不一定是最贵的，其实有时
间的时候多多的陪陪孩子，那就是送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梁明艳）

送孩子一份独特的礼物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平淡的一生却
给我很深的触动。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困难，只送两个兄长上学，而
母亲就留在家里干农活，没机会上学，识字不多，但母
亲的求知欲却给我很深的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体质很
弱小，相比同龄的小朋友都要矮半个头，八岁时父亲
还不让我上学，但母亲坚持送我去学校，报名时老师
见我太弱小，有意要我等下一年，但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从一数到一百，由于母亲平常在家有教过我，所
以我很顺溜的数完了，就这样我才得以上学前班。以
后我放学回家母亲总是陪我做作业，听我读书，睡觉
前帮我整理书包，拿着书抚摸上好几遍。后来我参加
高考，考场离家较远，中午回家吃饭时间太赶了，母亲
怕我在外面吃坏肚子，于是就提前做好送到考场外等
我，见我出考场后，就会迎上来端饭给我，叫我趁热
吃，看我吃完并嘱咐我好好休息后她才回家。后来，我
考上大学，那也算是给了母亲很大的宽慰吧。

父亲在厂里上班，家里的农活基本上都是母亲来
料理，长期的体力劳动加上没能得到很好的休养，母
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能听到母亲剧烈的咳嗽声，
但母亲却坚持不就医。疾病摧残着母亲的身体，终于
有一天母亲支撑不住了，就倒在我眼前，手心上还有
咳出的血痰。父亲紧抱住母亲，声音嘶哑的叫着母亲
的名字。父亲的叫声深深的敲打着我的心灵，泪水止
不住地从我脸上滑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
怕。后来母亲住院治疗，查出是肺结核。以现在的医学
发展水平，结核早已不像从前痨病那样让人谈之色变
了。经过治疗，母亲痊愈出院，但在肺上也留下了一个
不小的洞孔。
现在母亲已步入老年，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印证

了曾经的艰苦岁月，离家工作在冶炼公司的我，时常
会念叨母亲，希望能和她多些团聚，这也是母亲所想
的。望天下所有人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

(王胜毅)

念 叨 老 母 亲

今天清晨起床，感觉比往日暖和了许多，空气也
比平时清新，心情特别舒畅。于是我到阳台欣赏一下
今冬难遇的晨景。

我伸展四肢，深吸早晨的新鲜空气。举目远眺，只
见山峰上罩着一层薄薄的雾霭，天际边泛着粉红色的
云彩，东边的晨雾在不断升腾，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光
芒四射。这时，我的心情也像初升的太阳，蓬蓬勃勃，
充满着憧憬。扫目近看，我看见一群冬季少见的燕子
在晨雾中飞翔，那姿态非常诱人。我的心情也随着燕
子的飞翔而彼起此伏，忽然想：现在是冬季，还没到春
暖花开之时，燕子怎么会在这里飞翔觅食？难道是我
醉眼昏花看不清眼前的情景，抑或是我还在梦境之中
而有如此幻觉？我定睛细看，视野中所见并非幻觉，那
几只燕子仍在自由飞翔，它们时而像离弦之箭直冲天
际，时而像秋风落叶俯首直下；时而掠地而飞，时而划
弧再起。飞翔的燕子千姿百态，使人目不暇接……
燕子在不知疲倦地飞翔，而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沉

思之中。记得孩童时候，老师和老人都说过：燕子是候
鸟之一，现在这个冬季，它们不应该在此出现。难道真
的像地理学家、环境保护专家所说：我们的地球环境
由于人为破坏，形成了温室效应，本来的隆冬季节，气
候却像初春！
燕子是在给人们提示：保护环境，迫在眉睫！否

则，人类无地可遁！ （退休员工 黎菊耀）

冬季里的燕子

杨守涛摄影作品《小翠》

母爱，如春天里的一缕阳光，温暖而永恒，
照亮着每个孩子的一生。

35年前的初春，我呱呱落地，在重男轻女
封建思想还很重的七十年代，我的出生反而给
家里带了惊喜，因为我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尤
为高兴的是母亲，因为在她看来，有了我这个
贴心小棉袄，等以后她老了也能有个好去处。
我出生在农村，有快乐的童年，幸福地成长，不
但有三个哥哥的照顾，更有母亲无微不至的关
怀。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通往镇上的公
路旁经营一间小小的杂货店，经常不在家。于
是母亲成了家里的一把手，面朝黄土背朝天，
屋里屋外都有母亲忙碌的身影。母亲虽然很劳
累，却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儿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从小就体弱多病，
家里半个月才买一次肉，每次吃肉时，母亲总
舍不得吃，却一个劲地把瘦肉夹到我的碗里，
并说多吃肉身体才会好，才会长得高、变聪明。
为了调理我的身体，母亲每天早上都会用自家
母鸡生的鸡蛋熬好鸡蛋粥，给我滋补身体。母
亲就是这样，把对女儿的点滴关爱揉进那稠稠
的鸡蛋粥里。

记得五年级有一次数学单元测验，我考得
不理想，回到家后一声不响地听着爸爸的训
斥。想着爸爸说那些责备的话，趴在写字台前
反省的我，泪花一直在眼圈里打转，并不停地
掉到试卷上。这时，母亲突然推门而入，为我抹
去眼角的泪珠，顺手拿起了试卷，叹了口气，那
叹气的声音似乎在发抖，而后安慰我说道：“我
知道你也不想考得不好，以后得好好学，下一
次考好就行了。”我听了，仿佛有了动力，在下

一单元考试中，果真成绩又上去了。妈妈看着
那单元的卷子，满意地笑了。

在外求学时，由于异乡天气比家乡冷得
多，初来乍到的我刚入冬就无法适应，手上、脚
上都长了冻疮。母亲知道后，第二天就到镇上
买了毛线 ，不分日夜地编织毛衣，待织完，马
上将毛衣邮寄给我。当穿上厚厚的、暖暖的毛
衣时，我的喉咙像是有东西塞住一样，泪水不
停地在眼眶里打转，我仿佛看到忙完农活的母
亲戴着老花眼镜，在昏黄的灯下打着毛衣至深
夜。

毕业后，我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提
升自己的学历，忙于评职称。再后来又忙于谈
恋爱、结婚、生孩子。由开始的一月回一次家，
到后来的甚至半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母
亲像过节似的，总是精心准备我最爱吃的饭
菜，离开的时候，母亲总是大包小包让我拿着，
嘱咐我要注意身体，记得常打电话回家。

两年前，父亲因病去世了，母亲更显苍老，
银发缕缕，额头上的皱纹也更深了。我叫她到
我家小住一段时间，可她不愿意，说住不习惯，
我知道这只是借口，母亲啊，您怎么忘了当年
的初衷？我埋怨母亲说，儿女都这么大，为什么
还要这么辛苦，您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就
应该好好地享福。可是母亲却说，现在还能做
点事，在经济上帮不了你们，至少可以自己养
活自己，减轻你们的负担。所以在没有父亲的
日子里，母亲依然在家种菜养鸡，好让儿女们
过节吃上香甜的土鸡。

有人说：“母亲是儿女心中永远的太阳”，
太阳给予我们的又岂是我们能回报得了的？然

而，母亲又是最容易满足的，一句问候，一个电
话，一个拥抱，足以让母亲满足，她不奢求儿女
的回报，对她来说，听到我们平安，听到我们快
乐，听到我们幸福，就是她自己最大的幸福。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心里总是涌现着
莫名的悸动，在这些淡淡的往事中，弥漫着我
幸福、快乐的回忆。母亲，感谢有您，作为儿女，
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回报您的抚育之恩？愿天下
所有母亲节日快乐，一生幸福安康！

（谢锦莲）

母爱，三月的阳光

我曾经并不是一个热爱摄影
的人，喜欢摄影，皆因到矿井下
的一次采风。

先前，负责公司职工摄影协
会的一些工作，虽曾频频接触摄
影，可总感觉那时仅仅是为了工
作。出去采风大伙拍摄都很投
入，只有自己很随意地拍照。采
风回来，当有影友问有什么收
获，自我感觉没了底气，一来我
确实没有用心去拍照，二来我是
拿相机自娱自乐，拍回来的都是
“本人到此一游”的相片，所以
注定了久久未能进入摄影的门
槛。

然而，那次随着老师到古益
矿井下采风却让我对摄影着了
迷。许是因为井下的环境让我没
了自拍的欲望，又或者是被井下
的工作场面所感染了，很想用镜
头把矿山工人不怕苦不怕累的
形象通过画面表现出来，此时内
心就迫切希望能有所突破。可是
我该怎么拍摄，内容才会更充
实，画面才会更丰富呢？这时，按
快门前，我学会了思考，想寻找
不一样的角度，此刻想起梁老师
说的：“你要拍的世界，和别人拍
的世界，是一样的，唯一差别的，
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和别人不一

样，拍下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很重
要”。这一次井下拍摄体验，让我
真正感受到摄影的魅力，有一发
不可收的感觉。
从那时起，摄影占据了我大

部分的业余时间，听某摄影大师
说：“功夫在照片外，摄影最好的
器材是相机后面那个脑袋。”于
是，我学起了理论，买了一堆书，
有器材使用的，软件处理的，作
品欣赏的，还在大学搬回家的书
堆中找出美学的教材，开始学相
机功能的使用，怎么用光、构图、
选择主题、摄影的技巧与方法、
还学 PS基础……也积极参加各
类的讲座与比赛，尝试在比赛中
来检验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到别
人的认可来提高创作水平。
喜欢摄影之后，更喜欢观察

那些与摄影有关联的东西，如何
组织画面布局，表现更多的镜头

语言，欣赏摄影大师的优秀作品
似乎成了业余时间的一大乐事。
好的作品是能够感染人的，它融
入了摄影师的情感，一如文学家
用文字表达情感，音乐家用音乐
表达情感，而摄影家是用照片和
图像表达自己的情感。每每欣赏
到那些优美的或者充满思考的
摄影作品，内心的许多感触自然
而然地从空灵又实在的景象超
越了文字的倾诉。对于摄影，我
知道自己已经入迷了，应该说我
觉得自己慢慢走进了摄影人的
世界，在他们斑斓的光影里，我
仿佛也亲临其境，其乐无穷也。

因为喜欢，所以拍摄；因为
喜欢，所以从容；因为喜欢，所以
快乐。我希望这样单纯的喜欢，
能够支撑我在摄影的道路上继
续往前走，而且走得更从容，更
淡然！

严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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