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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工作多年袁每次回家看到母亲都让我
心酸不已袁母亲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多了袁她慈
祥的脸上早就布满了皱纹遥 大半辈子袁她过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袁操劳着那一片她深爱
着的土地遥
母亲已 60多岁了袁 可还依然管理着 8亩

多茶园尧1亩多农田尧菜地等遥母亲经常为了茶
园的茶叶能丰收一点袁卖个好价钱袁在快摘茶
叶时就到茶园里住上两天遥早晨天还灰蒙蒙一
片袁母亲起来随意吃点东西填肚子后就到茶园
里干活遥每次想到这一幕袁我便心酸不已袁我也
曾无数次劝她多歇歇袁可她就是放不下茶园的
工作袁依然操劳着遥
村里有十几户人家也承包茶园袁但是在这

些人家中袁 母亲是唯一独自一人管理茶园袁也
是这群承包户里最为年长的遥该是在家休息的
年龄了袁可是母亲却不这样认为袁她觉得自己
还有能力承担这片茶园袁 她不在意别人的眼
光遥
母亲善良尧勤劳尧节俭袁她从来没去饭馆吃

过一顿大餐袁她把挣到的和省下来的钱都花费
在我们兄妹身上袁让我们吃饱穿暖袁供我们上
学遥 为了让我们能有出息袁她说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送我们去读书袁 让我们兄妹俩过上好日
子遥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袁由于不想母亲过重的
承受我们兄妹俩的学费袁 我曾经两次退学袁可
是每次当我把行李搬回家后袁第二天袁母亲又
把我拉起袁要我将行李挑回学校去遥 至今我仍
清楚记得袁母亲知道我退学的原因袁对我也没
有半点的责备袁对我说院你只管念好你的书袁其
余的不用操心袁这就是对妈最好的回报了遥 她
对子女的爱是深埋在心底的袁 是用心来领悟
的遥 这给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袁对很多事

情的处理方式有着极大的影响遥
我在学校工作的几年中袁没有对学

生责备过袁孩子们犯错了袁我总会从另
一个角度来引导和鼓励孩子们改正袁让
孩子们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氛围中成长尧
学习袁慢慢知道什么是该做的袁什么是
不该做的遥 我也在快乐中开展着教学工
作袁享受教学的快乐袁能拥有这样的心
态袁跟母亲从小对我的言传身教袁潜移
默化是分不开的遥
突然好想母亲袁担心她身体承受不

起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袁担心她被风吹雨
打袁担心她吃不饱穿不暖袁担心她硬撑
着那一份土地的耕作遥 因为太想念母
亲袁那天经过手机专卖店袁我专门买了
个手机送去给母亲袁想让她经常带在身
边袁让我想她的时候就可以给她打打电
话袁能听听她的声音袁知道她的平安袁这
样我的心也会踏实很多遥 殊不知袁母亲
有了手机却不会用袁经常是处于关机状
态袁我的思绪也被那一句野关机冶而笼罩
着袁愁云满面袁情绪也低落了不少遥
如今母亲年事已高袁我知道母亲喜

欢什么样的生活袁我不会刻意要求母亲
怎么来迎合我的思想遥虽然我也曾多次提到过
想让母亲过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袁我想好好孝顺
一下她老人家袁可是她来过两三次袁每次都只
住了几天袁就闹着住不习惯要回家袁说整天感
觉心里空空的袁没有农活的忙碌袁只能等着肚
子饿了就吃饭袁吃了饭又等着肚子饿袁生活都
没有了滋味袁还是回去耕地舒坦些遥 我理解母
亲的想法袁要让母亲变野懒起来冶确实是不可
能袁因为这是母亲想要的生活方式袁而我能做

的袁 就只是每年的节假日多抽空回去陪陪她袁
跟她唠唠嗑袁 陪她到地里看看她的劳动果实袁
也偶尔向她撒撒娇袁 尝尝她亲手做的糍粑袁在
她身边多些笑声就好遥
母亲的坚强让我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袁她

不求名尧不争利尧勤劳善良袁从她身上我学会了
坚强袁学会了忍让袁学会了如何寻找属于自己
的幸福浴

我 的 母 亲
□ 韦 芸

在我读大三的时候，在广西宜
州市，我和一群朋友到过这么一个
地方，这地方山水奇特，风景如画，
它就是———祥贝。

那天，我们骑着摩托车，朝着
祥贝这个神奇的地方奔去。刚来到
祥贝，大家并没有急着游这里的山
水，而是到了一户农家。农家的主
人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主人家里
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小孩，我朋友管
他叫表弟，他有一个外号叫“小金
刚”，这一次旅行，由他做我们的导
游。

在准备了一些干粮和水后，我
们开始沿着一条小河，撑着小小竹
排，荡漾在青山碧水之中。宽阔的
河道两旁是青绿色的翠竹，翠竹倒
映在清澈河水里，如同画卷。一阵
阵河风吹来，让人清爽而舒适。沿
着河道，我们很快见了一个山洞，
“小金刚”告诉大家，这就是祥贝
的水帘洞。

撑着竹排进入洞内，只见怪石
嶙峋，千姿百态，大家都被洞中的
怪石惊呆了，然而，沿洞中继续前
行，一簇光线照了过来，大家豁然
开朗———原来我们游到了洞口！于

是大家弃舟登岸，此时出现在大家
眼前的是一座小村庄。该小村庄只
有五六户人家居住，四周都是高
山，山下一片良田，潺潺溪水，竹茂
粮丰，而它们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就
是我们刚才通过的这个深长的水
帘洞，每日需撑竹排进出。此番情
景，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如出一辙，让人充满联想。

沿着小村庄的一条小道，“小
金刚”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山洞，
他告诉大家，这里就是很多人熟知
的荔枝洞。然而洞口有一潭看不见
底的水，要想进入荔枝洞，需用竹
排把人送到洞中。“小金刚”告诉
我们，洞口的水深达几十米，一般
的竹排载人会很危险，需雇用村民
的大型竹排方能进入。这里的村民
已经在两岸系有绳索，还有竹浮
台，大家只需牵着绳索就可以进
洞。在大家交齐了门票款后，很快，
有一个热心的村民把我们载入了
洞中，还给我们打亮了洞内的灯
泡。

当我们进入荔枝洞的时候，展
现在眼前的是奇形异状的钟乳石，
它是经过几万年的长期沉积，不断

变迁才形成了这些美妙的形状。洞
内这些钟乳石构成的绝佳景色，美
不胜收。

洞中有百兽听歌、大象逛游、
神仙聚会、仙女跳舞、游龙盘地、莲
花磨盘等奇妙景观，这些形态万千
的钟乳石，组成一幅幅活生生的画
卷，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美的享
受。看到这些令人兴奋的景观，我
们都感叹没有白来，过了一把游洞
的瘾。

在迷恋不舍的景色中，我们转
身回到了“小金刚”家里，此时已
是夜色朦胧。本计划马上离开祥贝
回到学校，却遭到“小金刚”妈妈
的阻拦，因为她已做好饭菜在家里
等候我们已久，要我们吃了她做的
饭菜再走。我们只好答应了她，土
鸡火锅、黄豆鱼、酸笋腊肉等农家
菜肴，让我们又过了一把美食的
瘾。

大概晚上 8点多，我们回到了
学校，结束了祥贝之旅。回想此次
旅行，让人记忆犹新的不仅仅是这
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纯朴民风。

祥 贝 的 神 奇 水 洞
□ 兰达义

曾经，年少而轻狂
总想到那远方
去看一看外面银色的世界
有什么不一样
曾经，无知且狂妄
总想着去流浪
踏遍祖国的山高水长
总以为在那不远的地方
有我梦的衣裳
大地洒满阳光
小河清澈流淌

于是，背上行囊，我把梦想
当作翅膀
流浪到了那远方

一路跌跌撞撞
梦想成了海上飘零的船
飘荡又飘荡
最后归来满目苍桑
世界原来就是这样
走过年少时的无知与轻狂
那些漂流的时光引领我
快速地成长
世界原来就是这样
你的身边就是别人眼中的
远方
自己身边最平凡的风景
即是别人眼中最美最精彩
的远方

远 方
□ 覃勇

《捕捉》刘丽芳 /摄▲

自小时候就喜欢写写画画，虽然写得不怎
么好、画得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始终坚持着，直
到现在。

第一篇消息是发表在《桂中日报》，当时
还是用邮寄的方式投稿，也记不清是否有稿
费，只是当见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时候就
已心满意足。

后来到北方念书，学校里文学气息很浓
厚。除了成立有文学社，还成立了报社。我是班
里的宣传委员，理所当然地也加入了文学社和
报社。于是，在学习之余又多了一份工作———
办报。

因办报是课余活动，不能占用正常的上课
时间，所以我们只能在晚自习下课之后才能聚
集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展工作，这间小小的办
公室就是我们的“杂志社”和“报社”。社长把

同学们交来的稿件分发给我们，让我们进行选
稿、修改，然后组稿准备印刷出版。

在那时候，电脑还没普及，排版和印刷还
是比较原始的方法———油印。油印在当时对我
来说并不陌生，考试的试卷还是油印的。但真
正要亲自动手操作还是第一次。印刷之前先要
刻版，即把选好的稿件文字刻到蜡纸上。因为
是第一次在蜡纸上刻字，心里感到有些紧张，
要领掌握得不是很好，用力不是轻了就是重
了。用力轻了就刻不透，印不出来，用力重了又
会把蜡纸刻烂，造成漏油甚至整张蜡纸报废。
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就与平时工
作一样，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冲动。所以要想
刻好一版蜡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后来经过多
次练习，逐渐掌握了刻字的技巧，终于能熟练
地在蜡纸上刻字了。随着刻笔在刻板上飞舞，

“唰唰”的声音弥漫着整个房间。看着一张张
刻好的蜡纸，大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刻版只是印刷报纸过程的一部分，更重要
的工作还在后面。印刷的时候先把刻写好的蜡
纸粘贴在油印机的印刷纱网上，粘贴的时候得
注意蜡纸的方向，可不能弄反了。印刷用的纸
张不是像现在用的现成的打印纸，而是人工将
零号白纸裁切成的八开纸。刚开始印的前几张
是不能用的，因为蜡纸还没有很好的与纱网粘
合，而且油墨还未分布均匀，所以印出来的样
张会出现深浅不一的情况。印刷的时候还要控
制好操作滚筒的力度，轻了字迹不出来，重了
字的笔画会加租，加快对蜡纸造成伤害，减少
可印刷的数量。

因为经常要更换和整理蜡纸，所以手上难
免会沾上油墨，一不小心还会弄脏衣服。但是
当手捧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报纸时，一种强烈
的成就感涌上心头，大家为自己的辛勤劳动成
果感到高兴和自豪。

时过境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
在已经不再使用油印机了，但是当年第一次当
油印工的经历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永
久的记忆。

第一次当油印工
□ 麦少迪

27日下班回来遥 听妈妈电话
里说袁就在前晚袁周阿婆在睡梦中
故去了遥 从停尸尧入殓尧上山到三
早袁老人家的三个儿媳一直为了出
钱多少的问题意见不一袁 龃龉不
断遥 整个葬礼办得纷乱简陋袁令人
唏嘘遥黄伯也就是周阿婆的老伴自
始至终一言不发袁 没掉一滴眼泪袁
只是当三个儿媳争吵儿子帮腔的
时候袁默默地回到里屋袁仿佛这场
人间的闹剧与他无关袁仿佛他不是
这场变故最痛的那个人遥

我们和黄
伯家做了十几
年的邻居袁论起
来还是亲戚袁小
时候父母工作
忙袁我和姐姐中
午没少去蹭饭遥
黄伯和周阿婆都是本分寡言的人袁
加之三个儿子早就分家了袁印象中
二老每天除了些必要的交流袁其余
的时间都是各自默默地做着自已
的事情遥或许这就是含蓄隽永的中
国家庭的一个常态吧遥
记得小学三年级袁周阿婆上山

种玉米袁不小心摔折了左腿袁在医
院躺了整整两个星期遥放学后我随

父母前往医院探望袁当时我两手搭
在床尾袁望着周阿婆淡然地同母亲
聊着家常袁抬眼就看到黄伯提着个
保温饭盒推门进来遥 9岁的我才第
一次知道袁原来有一种爱袁是不需
要言语来表达的遥

家乡的丧葬直到现在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改变遥 想起高一时袁我
参加外公的葬礼遥 等我回去的时
候袁 大人们已经给外公换好寿衣袁
让他躺在堂屋正中两张长条椅上
架着的樟木棺材里了遥棺材底点了

盏长明的油灯袁 这是家乡的习俗袁
为的是给逝者照路袁让他走好遥 当
然灵堂的香纸也是不能断的袁长辈
们分配给我的就是这活遥故乡的亲
戚们陆陆续续地赶来袁一来就扑到
外公的身前袁用湖南特有的声调哭
丧袁有词有调有板有眼袁可是转过
身来就和我们这群广西的亲戚聊
起家常袁 谈到高兴时还笑出声来袁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袁却有种唱戏般
喜剧的味道遥
夜晚袁守灵遥 估计各地的方式

都差不多院大字牌尧麻将遥大表哥领
着几个年轻的朋友噼里啪啦地洗
牌尧摸牌尧吃和袁全无一丝这是在守
灵的意思袁而是专心致志地注视着
逝者身旁的牌局遥 外公入了棺袁只
是盖没合上袁或许是想在上路前最
后一次倾听凡间的喧闹吧遥外婆直
到出殡的时候袁才来看了外公最后
一眼袁其余的时间袁也是默默呆在

里屋袁望着外边唱
戏般的热闹遥大家
仿佛是来吃了一
顿喜酒袁仿佛是来
看了一场大戏袁仿
佛是来做了人世
当中再平凡不过

的一件事袁全然不觉是送走了一个
至亲之人遥
长大之后袁 我开始渐渐明白袁

或许袁这就是所谓的逝者已逝生者
坚强遥至少袁经历了生老病死袁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遥
岁月浩浩荡荡袁 我们只是来不

及发酵和放大悲伤袁就得去迎接下
一场遥

凡 思
□ 韦俊宇

如果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生是
成功的？那我会说快乐地活着是人
生最大的成功。

还记得的那句话：你如果乐
观，世界也会陪你欢笑。正如和进
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晦
暗，和快乐的人为伴，嘴角就会常
带微笑。
人生需要快乐，只有快乐才能

让人生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然而
在当今物欲横流、喧嚣浮华的社
会，来自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的
压力使许多困于钢筋水泥之间的
人们心灵被麻木，心情被压抑，有
的人开始怨天尤人，埋怨着命运不
公，命途多舛，郁郁寡欢，快乐对他
们而言遥不可及，生活对他们来说
如沙漠一样空旷、苍白、毫无活力。
难道快乐真是上帝的奢侈品？难道
真是上帝的偏心让他们与本该属
于他们的快乐人生失之交臂？不是
的。

在追求人生的旅途中，如果只

有索取、贪念和不满足，当目标跟
自己的愿望相悖的时候只会怨天
尤人，永远摆脱不了沮丧、恐惧、忧
愁和焦虑的困扰.

罗兰说的好，“内心的快乐是
一个人过着健全、正常、和谐的生
活所感到的喜悦”，感恩是驶向这
快乐的绿色通道，它让我们真正感
受到给予的快乐，体会 “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的美妙境界。

你看那些碧连天的小草，感恩
着阳光雨露馈赠，在一岁一枯荣之
后又萌发新绿；你看那憨厚的泥
土，感恩着广袤大地，酝酿着沁人
芬芳。

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只有心存感恩，感恩生命的赐

予，感恩生活的历练，感恩家人朋
友的陪伴关怀，才能真心地开心快
乐，才能在经历一天的奔波忙碌
后，忘记白天的气愤和劳累，静静
的陪着爸爸妈妈散步谈心，体会那
份舒心天伦之乐，才能陪着爱人享
受细数漫天星斗的浪漫情怀，才能

跟友人们畅想未来激情。
只有心存感恩，感恩那动情的

一草一木，那蔚蓝的天空，那清晰
的空气，那碧绿的湖水，还有那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怀。感恩大自然
馈赠，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呵护
这块至纯至美的家园，那时的天空
不再昏暗、空气不再污浊、污水不
再横流、垃圾不再围城…我们才能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只有心存感恩，让我们以宽宏
的心态积极勇敢的面对人生，给我
们静看庭前花开花落，笑看天上云
卷云舒勇气。茫茫人海，能相遇不
容易，很多人会是你生命中的过
客，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仍
然感恩，感恩他们带给所带来的那
一段段优美耐人寻味的小插曲，让
我们人生的舞台更加绚丽灿烂。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
水来，唯有感恩这股活水，才能永
保快乐之泉的清如许。

心怀感恩，快乐生活，收获别
样的人生！

感恩，快乐之源
□ 黄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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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我到古益选厂进行
为期一周的学习。之前对于选厂，
是浮光掠影式的认识。这次，我决
定要一头扎进去弄个明白，详细
了解选厂的整个生产流程。在这
一周里，我有一些收获，与大家一
起分享。

一个感想
生产第一位。作为后勤机关

科室任何时候都要围绕生产经营
开展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为
生产一线服务的宗旨。这些道理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但是认识偏
于肤浅。当我沉入基层，深入选
厂，我对这些道理有了深刻的体
会。特别是现在公司陷入困难时
期，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生产上。一
个砂泵用了几十年，修了几十次，
坏了修，修了坏，已经到了它寿命
的终点。只能靠维修来持续它的
生命。打个报告去买，几个月都没
有弄回来。如果雨水冲刷的矿粒
矿粉不能及时抽到过滤机进行过
滤，导致污水外排，造成企业停
产，这个责任谁来负？急生产之所
急，需生产之所需。在想问题、办
事情的时候，从生产出发，从基层
出发，只有生产搞上去了，整个企
业才能活起来。
企业以生产为重，生产第一。

无生产，无企业；无企业，何来企
业文化？这是我感悟最深的一点。

一次会议
每周周二，选厂都会进行全

方位例行检查。从破碎到磨浮到
脱水，从设备的安检到车间的环
境，从班组派班室到厂区周围进
行一次地毯式检查。检查时间从
上午九点到十点半，检查人员有
厂长、书记、值班长、各工段班长
和办公室人员。大家检查完之后，
到配电房旁边的“会议室”进行
汇总。
这个“会议室”由三棵树、两

张桌子、六张长凳组成，没有墙
壁、没有话筒、没有投影仪，自带
茶水，天为蓬，地为底。大家不必
正襟危坐，就坐在长凳上畅所欲
言。从破碎、磨浮到脱水，各班长
提出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板式给
矿机六角轮轴承座加油杯已坏多
月，需按时用油枪加油”“选锌 2
﹟油用量偏大，应严格控制”“过
滤网已烂，以致真空机管道经常
堵塞，需修理”……检查出一个个
问题，整改措施也同时确定。这个
露天会议效果极好，大家没有拘
谨，自由发言，敢说话，说真话，很
多生产问题就在蓝天白云下，清
风送往中，蝉鸣鸟叫里，机器轰鸣

间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露天会议
是个绿色会议，环保、低碳、节能、
高效，不仅达到了开源节流的效
果，也是务实求真的体现。有些时
候形式真不太重要，内容才是主
体。

两个工友
在选厂的整个生产流程里，

浮选比较复杂一点。破碎、磨矿、
脱水，了解了机器的运作，基本可
以懂得生产的流程。但是浮选，是
需要花点功夫才能了解。

到了浮选车间，我被安排跟
黄师傅学习。在车间里横向我看
到三排刮板槽。第一排有三个槽，
第二排两个，第三排两个。在我的
印象里，浮选应该是第一排粗选
完，进入到第二排精选，再到第三
排。但是实际的流程跟我想象的
相差十万八千里。听了黄师傅的
介绍，我有点懵了，一时搞不清楚
浮选流程。“选厂采用铅铜优先浮
选，混浮尾矿选锌。铅铜选完后，
排出尾矿选锌。”在他的再次解释
下，我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
后来我想了解药剂使用情况，管
理药剂的马师傅把我带到了药剂
班的派班室，拿起笔在稿子上给
我画起了浮选的流程图，还画出
了矿浆走向图。我心里暗想：直接

在现场给我指点就可以了，不用
多此一举。事实证明马师傅是对
的，如果不了解整个浮选的流程
和矿浆走向，那么肯定不了解药
剂的使用。到此，我才知道刮出来
矿浆是有走向的，不是刮出来就
汇聚在一起，而是一级一级地上
升。
听了马师傅的解释，我才知

道原来矿浆是用吸泵吸取的。为
了清楚浮选流程和矿浆的走向，
我决定自己画一幅浮选流程的平
面图。在黄师傅的陪同下，我到车
间边走边画。用了半个钟，我亲手
绘制了一张浮选平面图。
当我比较理性地了解了浮选

车间，自己也有所感触。一个浮选
工，在交谈中，始终保持谦逊和
蔼，平易近人之心，令我内心无比
温暖。一个药剂工，他虽然只管药
剂，但是却对浮选流程十分了解，
甚至烂熟于心，实在令我敬佩。
经过了一周的学习，我感觉

自己收获不少。不仅心里加深了
对一线工人的敬重，同时我也深
深明白，作为一名后勤人员，“立
足岗位服务中心”这个理念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在平日的工作中
要以生产为马首是瞻。

选 厂 之 行
□ 吕岳阳

▲

《相 随》黄德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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