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7日袁伴随着畅快的野哗哗哗冶流水声袁困扰我多日的
烦恼一扫而光袁心情特别舒畅袁这都归功于行政科的两位修理
师傅遥
也许你会问袁何出此言呢钥 请听我娓娓道来袁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钥 我家的排水管道就堵塞了袁 只要一用洗衣机来洗衣
服袁就会上演水漫金山的一幕袁不仅害得我总要拿着扫帚尧拎
来铁铲袁一遍又一遍地扫水尧铲水袁再往卫生间里倒水袁还不断
的往楼下邻居家渗水袁苦不堪言浴 整整一个星期袁我总是想方
设法的去疏通那条野可恶冶的管道袁然而丝毫没有进展遥 每到洗
衣服的时候袁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洗衣机袁可望却不可用袁唉浴

无奈之下袁我前往行政科向梁科长求助袁待我向他说明情
况后袁 他马上就打电话安排了黄超斌和覃中健两位师傅去处
理遥 当我走到修理班的时候袁那两位师傅放下手中的活袁马上
带上工具前往我家遥 一进门袁他们就对排水管道进行野把脉冶袁
一番检查后袁很快就确定了野症结冶所在袁他们立刻熟练地忙碌
起来遥 仅仅半个小时的功夫袁那条整整堵塞了一个星期袁让我
束手无策的排水管道袁 就被两位师傅娴熟的技术征服了袁水
野哗哗冶地顺着排水管道直流而下遥 我一再向他们道谢袁两位师
傅异口同声的说院野小事情袁举手之劳袁不必客气遥 冶连水也没喝
就走了遥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院 只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袁 才算得上是

野大事冶遥这些芝麻绿豆的野小事冶袁不值一提遥其实不然袁知微见
著遥 试想院如果两位师傅平时不是认真负责地把这些他们认为
是野小事冶的工作做好袁又怎么会有如此娴熟的技术袁又怎么能
够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疏通了管道呢钥 经常听到有些人总
在抱怨自己的岗位不好袁尽是干一些细微琐碎的野小事冶袁根本
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袁总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袁
随便应付了事遥 试问何谓野大事冶钥

我认为院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袁无论在哪个岗位袁只要能坚
持把每一件细微繁琐的野小事冶认真负责的做好袁那就是野大
事冶了遥正所谓野一屋不扫袁何以扫天下钥 冶我们周围有很多平凡
的人袁他们把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根植在自己的心里袁融
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野小事冶袁几
十年如一日坚持着袁默默地奉献着袁这难道不是野大事冶吗钥

工作无野小事冶袁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心态以及对待工作的
态度罢了遥 （梁明艳）

工作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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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有许多的第一次袁 最令
我难忘的是第一次去参加儿子的家
长会遥
那天袁儿子放学一回到家袁便急

匆匆地从书包里拿出一张通知给
我袁还说野明天学校开家长会袁妈妈
你去吗钥 冶我说野这是我儿子上学后
的第一次家长会袁 妈妈怎么能不去
呢钥 冶听了我这么一说袁他高兴得手
舞足蹈袁嘴里还哼起了儿歌遥看到儿
子这般兴高采烈的样子袁 我的心也
为之一震袁陷入了沉思院其实每个孩
子都非常渴望能够引起家长们的重
视遥可是现实生活中袁不少家长最关
注的还是小孩在学校的考试成绩遥
试问袁 有多少家长能够静下心来仔
细聆听孩子的心声袁 真正的走进孩
子的心里袁 共同见证他们成长的每
一个足迹钥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袁 来到

儿子所在的班级参加家长会遥 班主
任除了通报这次期中考全班学生的
考试情况之外袁 还特别安排了三位
优秀学生的家长上台发言袁 讲述他
们教育孩子的宝贵经验遥 其中一位
家长的那番话袁 让我受益匪浅遥 她
说:野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袁 你的

言行举止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袁所
以在孩子面前袁父母要树立榜样遥和
孩子做朋友也是很重要的袁 心灵上
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遥 无论工作多
忙袁都要抽出时间多与他交流袁要学
会尊重他遥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做到言出必行袁那么袁你答应他
的事你就一定要做到噎噎冶
真是 野听君一席话袁 胜读十年

书遥 冶想想自己袁在这方面有许多欠
缺的地方院以往答应儿子的事情袁总
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袁 没能及时
做到袁 还会未经同意便去翻查他的
书包袁 即使儿子很讨厌我乱翻他书
包的行为袁然而我却不以为然袁根本
就没有好好的尊重他袁 日常生活中
与他交流太少噎噎想到这里袁 我心
里充满了愧疚之情袁 同时也在不断
的审视自己袁 一遍又一遍的想着同
样的问题院在今后的日子里袁在孩子
的教育问题上袁我到底该怎么做袁才
能把孩子教育好遥
经过此次家长会袁 我在孩子教

育问题上有了很深的感悟袁 同时倍
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袁 但只要一想到
儿子那天真无邪的笑脸袁 我就会有
勇气笑对一切浴 （陈丽梅）

第一次家长会

夏顶烈日尧冬冒严寒袁她们背着相机奔
波于各个班组袁穿梭于会议现场袁用镜头详
细记录着矿山的大事小情,展现真实感人的
工作场景袁探寻着矿山的发展脉络袁她们用
手中的妙笔尽情描绘着矿山人 野建设新古
益袁打造新生活冶的激情拼搏袁她们就是古益
矿宣传报道小组中的野娘子军冶遥
这一支宣传队伍由韦芸尧封梅清尧徐小

玲尧莫业清尧徐晓玉尧苏丽明尧林保燕 7名女
成员组成袁平均年龄 29岁袁都是业余兼职通
讯员袁写作水平参差不齐袁但凭着在工作中
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断自

我超越袁仅 2012年袁就先后在各类报刊上发
表稿件 250篇渊条冤遥

对于一般人来说袁写文章尧拍照片看似
简单袁可真正做好并非易事袁为了能够把工
作干好袁她们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尧探索并加
以创新袁野勤能补拙冶是她们共同的信念遥 平
日里她们积极主动阅读大量新闻写作书籍袁
甚至利用业余时间抄写甚至背诵数十条好
新闻袁总结写作技巧和心得体会遥 由于性别
原因袁女同志没法深入到井下一线袁她们就
频繁深入到各班组遥 员工就是她们的老师袁
班组就是她们的课堂遥 经过两年的努力袁她

们如愿以偿实现了突破袁如今个个拿起照相
机能拍尧拿起摄像机能摄尧拿起笔杆子能写袁
成为写尧拍尧摄样样都通的多面手遥

作为 70尧80 后袁 她们把工作放在第一
位袁 当工作与家庭以及个人利益发生冲突
时袁为了自己心爱的宣传报道工作袁几个女
同志毅然把天平倒向工作这边遥为了能够获
取第一手资料袁她们在骄阳下袁随领导下班
组聆听员工心声;在寒风里袁深入各车间了
解现场情况袁脸晒得发黑袁手冻得通红袁雨丝
打乱了她们俊美的发型袁但凭着对宣传工作
的热爱和对古益矿的责任袁她们还是义无反

顾的投入到宣传工作中袁加班加点尧熬夜赶
稿是家常便饭袁把孩子独自扔在家里已是司
空见惯袁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事业与家
庭两重天遥

野矿山就是我的家袁我们做任何一项工
作都不能应付了事袁只有精益求精袁才能对
得起自己的付出袁也对得起他人的信任遥 冶这
是报道组成员们常说的一句话袁也正是因为
大家的辛勤付出袁她们不仅以女性特有的视
角尧敏锐的观察袁描绘出了矿山美好的明天袁
也诠释了自己爱岗敬业的职业情怀遥

（陈俊希）

古益矿的宣传“娘子军”

盼望着袁盼望着袁在女儿迫切的
盼望中袁野六一冶 儿童节终于姗姗而
来遥
在这个属于女儿的第三个节日

里袁 我却因为工作又一次留在矿里
加班遥 为了让我可以陪女儿一起过
野六一冶袁 先生带上女儿一起来矿山
陪我遥 那天一大早袁 女儿就爬起来
了袁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院野妈妈袁今
天是我的儿童节了袁 你怎么还要去
上班呢钥 你在家陪我可以吗钥 冶听了
女儿的这番话袁我心里觉得酸酸的院
从女儿出生到现在袁快三岁了袁每一
次过野六一冶袁我都要加班袁无法陪她
好好过节遥 我很无奈地对女儿说院
野你和爸爸在家袁妈妈还有工作没做
完袁晚上有时间了就陪你袁好吗钥冶女
儿没有哭闹袁很懂事的点点头袁目送
我出了家门遥
晚上袁当我回到家时袁女儿早早

就已经坐在门口等着我了遥一进门袁
就扑进我的怀里袁 紧紧的抱着我许
久不愿放手遥 我拿出提前为女儿准
备的节日礼物要要要一盒她心仪已久
的 3D彩泥袁我一直没有给她买袁就
想等到六一时买来当礼物送给她遥
野谢谢妈妈浴冶女儿高兴得眉开眼笑袁
搂着我亲个不停袁嘴里还哼着小调袁
就像一只快乐的百灵鸟遥 女儿迫不
及待的打开礼物袁 一边喊院野爸爸妈
妈袁你们陪我一起玩彩泥袁好吗钥 冶
野好遥冶我和先生异口同声地回答遥我
们用彩泥捏成各种形状袁像小星星尧
小熊尧小花尧小狗还有小猪袁一边玩袁

一边唱歌袁就像小孩一般袁把一切烦
恼抛到九霄云外袁尽情地放松自己遥
玩着玩着袁我的思绪慢慢飘远袁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时代遥 那时
的我袁天真烂漫袁无忧无虑袁真的好
开心遥在春暖花开时节袁和小伙伴们
一起去野外踏青曰 在星光闪烁的夏
夜里袁和小伙伴们一起捕抓萤火虫曰
在硕果累累的秋天袁 和小伙伴们一
起傻傻的细数落叶纷飞曰 在寒风萧
瑟的冬日袁 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田里
烤红薯袁用稻草编织草绳袁玩躲猫猫
的游戏遥虽然那时候生活艰苦袁物质
匮乏袁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快乐的
心情遥随着年龄的增长袁我已不再是
当年那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了袁野六
一冶 儿童节早已淡出我的脑海袁工
作尧学习尧生活尧社会上的各种压力
接踵而来袁 有时压得自己快要喘不
过气遥每每此时袁我总会想起儿时的
快乐时光袁 再看看女儿那天使般的
笑靥袁心情就会豁然开朗袁整个人仿
佛获得新的能量袁 让我勇敢的去面
对一切遥

野六一冶儿童节袁在我和女儿捏
彩泥的指缝中悄悄过去了袁 与其说
我陪女儿过节袁 还不如说是女儿陪
我过节遥虽然过得很简单袁但是我相
信若干年以后袁女儿依然会想起院那
年的野六一冶袁在矿山里和爸爸妈妈
一起捏彩泥的快乐时光遥
因为在孩子的心中袁 父母陪他

们一起玩袁 就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
物遥 （梁明艳）

和女儿一起过“六一”

不知不觉妈妈来矿山帮我带小孩已差
不多两年了遥 在我儿子成长的岁月中袁妈妈
为了我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袁很多遥妈妈 袁谢谢
你浴

我的妈妈是一位矿工家属袁年轻时为了
照顾好在矿山上班的父亲袁 她来到了矿山遥
虽然她不用像矿山女工那样每天上班袁但她
在家里也一样没闲着袁每天忙里忙外袁打点
好家里的一切袁照顾好家人的生活袁与许许
多多的矿工家属那样袁为了丈夫能好好工作
而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袁默默守护着矿工家属
的后方阵地遥 就这样袁她在矿山生活了二十
几年遥 刚退休才两年时间的父亲去世后袁她
就渐渐远离了矿山生活袁跟随哥哥去了城里
住遥 而今袁她为了我的小家袁又回来了遥

记得儿子刚刚落地的时候袁初为人母的
我束手无策袁是妈妈袁她为我撑起了我小家
的一片天遥 丈夫没有妈妈袁爸爸又年老体弱袁
之前还动过两次手术袁 无力顾及我的小孩遥
新生命的到来袁 给我的小家带来了喜悦袁同
时也给我带来了压力院我和丈夫都在矿山里
上班袁家里没人帮我们带小孩袁这怎么办钥 操
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在城里享受一下清福
的妈妈看出了我的难处袁她决定帮帮我遥 当
哥哥知道后袁却极力反对袁作为长子的他认

为袁妈妈一年比一年老了袁年轻时生活困难袁
为了儿女袁为了生活袁吃了不少苦头袁如今生
活好了袁自己也有条件让妈妈享享福袁就应
该让妈妈歇歇了遥 哥哥的话袁说得很中听袁而
我却陷入了沉思遥
在妈妈家住了四个月后袁 产假一结束袁

我就要回矿里上班了遥 眼看着回程的日子一
天天逼近袁 我心中的困扰就一天天多起来遥
其实我也有想过请人帮带小孩的想法袁但是

经济条件有限袁小家刚买了房子袁每月还要
还贷款袁压力真的很大遥 细心的妈妈看出了
我的心思袁知道了我的难处袁在这段日子里袁
她偷偷地背着我几次三番和哥哥商量袁说一
定要帮帮陷于困境的我遥 最后袁哥哥终于松
了口遥 有了妈妈的帮助袁我的小家得以正常
运行遥
在妈妈细心的关爱和照顾下袁儿子一点

点长大了遥 记得儿子刚出生没多久时袁我由
于没有奶水只能以牛奶代替袁 牛奶不耐饱袁

儿子拉了几次尿尿后袁没隔多久就饿得哇哇
哭遥 特别是晚上袁一个晚上要起来喂好几次袁
我和儿子两人根本睡不好遥 于是妈妈就买了
一个专门磨米糊的钵袁把米糊煮熟后就和泡
好的牛奶混在一起袁然后放到奶瓶里给儿子
吮吸袁这样既经济又耐饱遥 儿子吃了这样的
野饭冶后袁晚上果然睡得香一点了袁但妈妈却
更辛苦了遥 磨米糊不是件容易的事袁非常需
要手劲力遥 我和老公都尝试过袁想为妈妈分

担一下袁但都磨得不细腻袁掺杂有米渣袁儿子
没法吃遥

磨米糊袁要买粘性强的米袁先提前泡两
个小时遥 磨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方向袁还要适
时加水遥 煮的时候袁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袁这
时掌握它的火候最为关键了袁否则一不小心
它就粘锅了遥 每次为了煮好米糊袁妈妈往往
在灶台边一站就是二三十分钟遥 在儿子还没
断奶的时候袁是妈妈最辛苦的日子遥
随着儿子慢慢长大袁为儿子每天做好每

顿饭是妈妈每天最挂心的事遥 在矿山里袁物
质没有城里丰富袁平时也买不到什么特别的
菜肴遥 妈妈就抽空养些鸡袁拿土鸡蛋给儿子
换换口味袁 有时又宰只鸡给儿子炖点鸡汤遥
平日里就给儿子买些骨头煲烫熬粥遥 如今袁
儿子健健康康的袁这其中包含了妈妈很多心
血袁是一个外婆给予的浓浓的爱遥
我和丈夫都是矿山里的普通员工袁都在

矿山一线上班袁三班倒袁下了班之后经常要
补睡眠袁根本无暇顾及儿子袁儿子的吃喝拉
撒就全靠妈妈了遥 有时袁我们同上夜班袁晚上
没法带儿子袁 最后重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遥
每次我们都很内疚袁妈妈就会说院野好好上你
们的班袁我能帮你们就一定帮你们遥 冶妈妈血
脂高袁还患有美尼尔综合症袁操劳不了袁一劳
累袁就会发病袁可是袁为了女儿的小家袁她却
把自己给忘了遥

野世上只有妈妈好噎噎冶如今袁儿子差不
多有两岁了袁每当他断断续续唱叶世上只有
妈妈好曳这首歌时袁都让我感触很深遥 这就是
伟大的母爱袁 一个尽己所能去帮助儿女袁为
了儿女操心一辈子袁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唯一
叫做野妈妈冶的女人遥
妈妈袁谢谢你浴 （封梅清）

妈 妈 ，谢 谢 你

书袁是传播先进文化尧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工具遥 著名作家
高尔基曾说过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遥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
戏剧家尧诗人莎士比亚也曾说道院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遥 因
此袁每个人的成长尧进步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书遥 为了培养知
识技能型的职工袁 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建设职工书屋的实施意
见遥 建设职工书屋袁可以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袁让先进的思
想尧科技知识和文化走进职工生活袁从而提高职工素质遥 2008
年袁这一计划正式实施遥
回想起来袁我的成长过程也是和书屋息息相关的遥 读小学

时袁我的书屋无非只有课本尧少得可怜的几本参考书和一些连
环画袁因此袁对于课本外的知识我是知之甚少遥 到了中学袁课本
和辅导书无形中增加了很多袁 我掌握的知识自然也比以前多
了遥 进入大学袁课本和配套书自然减少袁虽然增加了难度袁但是
更加贴近生活与工作实际袁为我投入工作与步入社会奠定了基
础遥 参加工作后袁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袁我的书屋陡然增加了种
类繁多的书袁有学电脑的尧说普通话的尧下棋的尧打麻将的尧开发
智力的尧休闲娱乐的尧提高文学欣赏水平的尧与大学专业课程有
关的等等遥

我粗算了一下袁工作后增加的书最起码有一百多本袁这些
书让我学到了很多学生时期没有学到的社会尧生活知识遥 随着
时间的推移袁书屋藏书的种类及数量都不知不觉的增加了遥
在大学本科阶段袁我学习的是数学教育专业遥 书屋和它有

关的书主要有三种院普通测试的尧升学考试的尧奥林匹克竞赛
的遥 虽说我现在已经远离了学生的生活袁但是我对数学的热爱
却丝毫未减遥 工作之余袁我有不少时间都花在了看书和对数学
题的钻研尧演算上遥 题目的难度越大袁灵活性越强袁对我来说就
越有挑战性袁就越能吸引我遥 也就是说袁我已经把演算数学题当
成了一种乐趣遥 有时袁一道题可以让我思考几小时甚至几天才
能解决袁但我却倍感开心遥 特别是我的女儿在数学这一科的学
习上比较薄弱袁此时又面临着升学考试的压力袁我会将大部分
的时间投入到对她的辅导上袁在帮助女儿的同时袁既让我提高
了数学的解题能力袁还能增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袁更让我过足
当老师的瘾袁重拾当年的感觉遥

为了汲取更多的营养袁从 2012年 11月起袁我的书屋还增
加了从苍梧县图书馆借回来的书袁 一般 10到 15天更新一次遥
这部份书有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尧 好词佳句及写作的素材袁
对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很有帮助遥

从小到大袁不管是哪一种书袁都能使我自己的业余生活得
到充实袁获得知识袁增强技能遥 随着时间的流逝袁书屋的藏书量
在逐步增多袁而我的收获也随之增多了遥 （梁健东）

我与书屋共成长

阴霾的天空下着小雨袁 雨点随风打落在人身上依然
有些凉袁 灰暗的天空更衬出人心里的悲凉遥 虽然雨势不
减袁可前来扫墓的人渐增遥
我打着伞领着妻子向着父亲的墓地慢慢走去袁 一路

上心情渐生悲凄袁 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于我
脑海中遥妻子知道我与父亲的感情很深袁因而一路上有意
和我聊些轻松的话题袁试图帮我缓解压抑的心情遥拜祭的
工序基本做完后袁闲了下来袁望着父亲的墓袁整个人心里
酸楚无比遥 我跟妻子说起了我和父亲的往
事遥
父亲对我的关怀很特别袁 以至于多年

后我才明白当时他的意图遥 上小学时家距
离学校有四公里袁 这点路程现在看来没什
么袁 可对当时的我而言也算是一段艰苦的
路程遥 我早上喜欢睡懒觉袁起床后也是磨磨蹭蹭的袁以致
总是赶着时间去上学遥父亲有时会叫我先走着去袁随后他
才骑车在路上载我去学校遥 后来袁 他赶来的时间越来越
晚遥我也不再指望他载我去了袁自己也渐渐的养成了早起
的习惯袁 起床后动作也利索起来了遥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
长袁开始明白了父亲当时是有意为之遥
父亲对我学习方面虽然从未放松过遥 小学的一次家

长会因老师一句野基础较差冶的评语袁结果后来的几个月
对我来说有如恶梦袁那几乎完全是棍棒教育遥好不容易挨
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袁之后我的成绩也有了较高的攀升袁
至此他才又恢复到那个我所熟悉的形象袁 而我经此劫难
亦不敢在学业上有少许懈怠遥
父亲还算是挺开明的遥 在我的童年里袁我玩过蟋蟀袁

他还特意为我用有机玻璃做了一个漂亮的蛐蛐笼袁 这在
当时也够众多的玩伴羡慕的了袁而我也确实得意了一番遥

玩的忘乎所以时也会把蟋蟀带到学校袁 课堂上同学们和
老师也能听到蟋蟀发出的悦耳叫声袁 看着老师气得发白
的脸袁心里暗叫不妙袁事后自然免不了挨老师数落一番遥
后来跟父亲说起这事袁他听后竟大笑了起来遥
父亲酷爱养鸟袁也爱自己做鸟笼袁我有空也在一旁协

助他遥做得多了就让母亲拿去市场上去卖袁很好销遥常常
有朋友特意跑到我家来定做袁 由此可见他做的笼子是很

漂亮的遥退休后他经常和几个朋友去野外捕鸟遥可以说在
他退休的几年里袁他是过得挺快乐的遥但后来的一场灾难
降临袁不知什么时候癌症悄无声息在父亲身上滋生袁等发
觉时已是晚期袁手术也回天无力遥泪水不断的从我脸上滑
落袁看着父亲安详的面孔袁我心里默默祈祷野父亲袁您一路
走好冶遥 如今睹物思人袁看着父亲生前把玩过的鸟笼堆放
一边袁入神时仿佛感觉到他的生气就附着在上面袁而我空
闲时就会拿来擦拭一下遥如有尚未完工的袁自己也会仔细

地将它做好袁此时感觉父亲就在我的身边遥
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了袁但会时常进入我

的梦里遥在梦里我们一起劳作袁一起欢笑袁甚
至激烈的争吵袁 但醒来后只有黯然神伤袁只
有对父亲的无限怀念遥 但不管是什么袁只要
能见到他就好袁 因此有时特别期待能梦见

他遥倘若果真泉下有知袁我想对父亲说那句我从未对他说
过的话袁野父亲袁我爱您遥 冶
听完我的倾诉袁妻子也用纸巾擦了擦微红的眼睛遥这

时袁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袁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后袁将准备好
的鞭炮围着父亲的坟头盘了一圈袁 随着鞭炮噼噼啪啪的
响起袁我们缓缓地离开了遥 （王胜毅）

忆 父 爱

《风吹草底现牛羊》 甘石超 / 摄

《猎 光》 甘若玲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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