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乐》韦芸 /摄

32013年 12月 15日 第 12期
电子邮箱：fzckdb@163.com副 刊

到了覃大姐家的时候，刚好是 5点
钟。那个时候，她丈夫老梁正在整理鸡
的“下水”，而覃大姐也正在忙着洗锅
头，准备蒸鸡。

这是一个朴素、简单的家庭。家里
除了一台液晶电视机看上去是新的东
西，其他的物品呈现的都是老旧的状
态。

覃大姐说，这台电饭锅用了十几
年，现在仍然还好用，用于蒸鸡那是最
合适不过的。它不像高压锅快速蒸到
位，而是温火慢慢蒸，慢慢烹，把香料融
进鸡肉里，使得整个鸡表里都清香。

晚餐还需加个青菜。覃大姐领我上
她的菜园。菜园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
自家屋顶上，这真是个“空中菜园”啊。
菜园里种了很多植物，以蔬菜居多，有
空心菜、番薯叶、芥菜等，还种了马铃
薯、豆角、辣椒、凉薯、南瓜、葱、蒜、姜、
韭菜等。整个菜园有二十多平方，虽然
不宽，但是打理得整整有条。此时，老梁
正在菜园的排水沟里割空心菜。他们一
个割菜，一个帮接，虽然不言语，但是配
合得相当默契。

晚餐是一盘鸡肉和一盘空心菜。晚
饭期间，我们随意交谈着，当然也谈到
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覃大姐说，矿山
的生活比较简单，比不上城市啊，吃得

清淡，住得简朴，烦心事也少，这么多年，
只是平淡地过着生活，已经习惯了。我知
道追求物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
太多的意义。老梁是公司的中层领导，我
相信他们有条件去追求，并且生活不会
太差，但是他们愿意过清淡的生活。

晚上，七点刚过，覃大姐要去跳舞
了，到七点半，老梁也说要去打气排球
了。我心里想：他们的生活如此简单而有
规律啊。

从覃大姐家走出来，我在想，这是一
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这一群人，生活在大山深处，每
天辛苦耕耘，每天都在做看似重复甚至
是单调的工作，每天朝八午三（早上八
点，下午三点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如此简单规律地劳作又是为了什么
呢？

也就在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到此工
作不久的年轻人，他说：这里远离城镇，
下班后想买点东西都没有得买；这里手
机信号不好，转个山弯，就打不出电话；
这里每天晚上的生活很无聊，下班后不
知要干什么。我知道他是在埋怨这里的
生活过于单调或清冷。我想了一下，他到
这里工作不久，就如此不堪寂寞，以后的
生活怎么继续。

我想到了我们之前的矿山建设者，
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他们有很多是
矿二代，矿三代，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半
辈子甚至是一辈子，那时候他们的生活
条件比我们现在要艰苦得多啊，他们怎
么走过来了？这二三十年来，他们的人
生差不多就呆在这个叫佛子冲矿的地
方，每天几乎以同样的节奏做重复的事
情，在每个工作日早晨 7点半上班，下
午三点半回家，来来回回就是走这条盘
山路，生活是如此重复甚至于单调，但
是他们就这样无怨无悔地走过来了。他
们忍受枯燥辛苦劳作难道不是为了把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么？他们不是努力使
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有所不同，今天和明
天有更大的变化么？他们不是在一点一
滴地进步，使生活有了实质的变化么？
从兴建古益矿门禁大楼到大学生公寓，
从绿色矿山建设到网线拉到家门口，足
不出户，就可以与世界接轨。他们几经
努力把家安在县城里，力求每年有外出
的机会认识世界，他们真的是在努力创
造美好的生活。

这一群人，长年累月奋战在高山、
野岭、井下、硐室。周五的下午骑着摩托
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和爱人孩子相
聚，为了能多聚一晚，很多人周一早上
才回矿上班，早上 6点就不得不从县城

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餐风饮露的骑行
赶回矿里上班。出去时可能会有骄阳似
火的礼遇，归程中可能有狂风暴雨的款
待，但无论是怎样恶劣的天气，都不能阻
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因为有家的牵挂和
家的温暖，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一群人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有色事
业，把闪光的金属奉献给国家，自己默默
耕耘，含辛茹苦，无怨无悔，谁能说我们
的生活没有意义呢？谁能说我们不是值
得尊敬的呢？

那莽莽青山可以作证，那潺潺流水
同样证明。

很希望那位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
为建设矿山出一份力，我这么想着。走到
大学生公寓楼时，公寓楼前面已经聚集
了一批气排球爱好者。灯火辉煌，人声鼎
沸，大家的吆喝声在矿山里回荡。这只是
热闹的矿山里的一角，据说，在矿医院和
矿校那里也有打气排球的员工，在旧电
影院里有打羽毛球的员工，这个时间，应
该是矿山最热闹的时候。我换好运动服，
参与到这热闹里，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
的比赛。

11点之后，矿山宁静了。这时候的
矿山是公寓楼附近的四条小黑狗的天
堂，在白天的长久沉寂之后，晚上，就到
了它们的活动时间。在宁静的矿山里，它
们的叫声显得特别的清脆和幽远。每经
过一个路人，这四个小伙伴就轮流吠，公
寓楼的声控电灯也跟随着狗的吠声，一
明一灭，此起彼伏。

抬望眼，矿山的夜空星河璀璨，静谧
的夜里只有虫鸣蛙叫，流水潺潺，只有犬
吠的声音在夜空里回荡。

这个时候，矿山也睡觉了。

矿 山 情 思
□ 吕岳阳

那年寒冬风萧萧
巍巍群山雾缭绕
他们，就是他们
一群赤诚的热血男儿
怀着一份坚定的信念
揣着一份美好的梦想
背井离乡地来了
纵使
跋山涉水亦无怨
披荆斩棘亦无悔
就为了魂系心中的梦
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
顷刻间，大山沸腾
险峻天堑变通途
高楼厂房平地起
穷乡僻壤换新颜
从此，广袤大地上
佛子明珠冉冉升起

那年春暖花开时
巍巍群山绿依旧
我们，就是我们

一群年轻的矿山儿女
怀着一段不解的情缘
揣着一腔赤诚的热血
前赴后继地来了
纵使
清贫艰辛亦无怨
身居陋室亦无悔
就为了魂系心中的梦
我们义不容辞地来了
顷刻间，大山沸腾
万众一心鼓足劲
大刀阔斧搞技改
集思广益谋发展
从此，广袤大地上
佛子明珠熠熠生辉

47年的峥嵘岁月
47年的沐风栉雨
47年的商海浮沉
47年的不离不弃
怎么能忘记，过去
那些曾经有过的辉煌时

代
那些曾经走过的低谷时
期
怎么能忘记，过去
我们携手共创佛子大家
园
我们并肩共度金融大风
暴
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书写佛子华丽的诗篇
巍巍青山为鉴
潺潺流水作证
哪怕前方狂风暴雨袭来
哪怕商海惊涛骇浪不断
我们仍要同舟共济
傲然屹立群山之巅
哪怕雾霾遮挡日月星辰
哪怕汗水淹没天地万物
我们仍要仰天长啸
佛子的未来不是梦

魂 系 佛 子 梦
———写在公司成立四十七周年之际

□ 梁明艳

河三选厂的停产犹如晴天霹
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眼就变成
了现实。其实就在大家傍徨之中，公
司领导早已为我们河三选厂员工留
好了退路。作为河三选厂的一员，我
们感谢领导提早为我们这些普通员
工做好安排：清退古益选厂原有的
劳务派遣工，把河三选厂的大部分
员工安排到古益选厂所需要的工作
岗位，让河三选厂的职工不致于下
岗失业，保证了员工的收入。同时，
生活住宿方面也得到了细致周到的
安排。

自古就有“人离乡贱”的悲观
说法。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
方谋生，其中种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与困难谁也无法立刻适应。来到古
益选厂，很多人的工作岗位与职务
都有了变换，工作内容与工作待遇
和原来相比都有了质的变化。一开
始，不少人都产生了不满与消极情
绪，甚至还梦想着河三选厂能早日
重新开机，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岗
位，消极被动地面对来之不易的新
工作。幸好这一切，古益选厂从领导
班子到普通员工都做好了充分准
备，并将措施落实到位。他们一方面
十分理解与体谅我们这批新员工在
陌生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露出的种
种不满和不适应的不良情绪，不仅

在精神上谅解我们新员工，还从言行
当中给予我们鼓励与支持。另一方
面，在实际工作要求上严格地按照各
个岗位的规章制度要求每一位新员
工，稍有差池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指
出。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强将手下
无弱兵”。河三选厂的新员工在度过
了短暂的适应期后，便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新的岗位工作中去。在原河三选
厂，我们这一批有着许多年工作经验
的老员工，早已成为河三选厂生产工
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和中流砥
柱。试问，这其中有谁会甘为人后呢？
面对问题我们迎刃而上，在实际工作
当中，我们不懂就问，不会就一遍一
遍地去学，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
新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成为一名古
益选厂的优秀员工。而古益选厂的全
体员工干部也毫不藏私，该教就教，
有问必答，全心全意做好对新员工的
帮带扶工作。与此同时，河三选厂过
来的新员工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也
深深的感染了古益选厂的老员工，他
们同样也不会甘为人后，心中都有了
“谁不努力工作谁就将被淘汰出局”
的竞争上岗的意识。所以，全厂员工
都迸发出更大的工作动力，大家不甘
人后的工作热情在不知不觉中升
温。

其实两个选厂的生产与机械设

备都相差无几，勤奋好学的河三选的
新员工很快便在勤奋优秀的古益选
厂老员工的带领下，适应了新的工作
岗位。大家互相交流，优劣势互补，共
同进步，任劳任怨，众志成城地把古
益选厂的各项工作任务完成好。完成
新老组合的古益选厂全体员工第二
个月便出色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
的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超历史水平
的生产任务。我们这一批新旧结合的
古益选厂人真的做到了古益选厂领
导班子在新员工座谈会上所期望的
“希望和要求两个选厂的员工组合
后要产生 1+1＞2的效果”。

工作当中的和谐关系也延续到
了工作之后。下班之后经常能看到三
五成群的新旧员工一起喝酒聚餐，一
起喝茶聊天，一起散步，一起打球
……和谐的关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
样。其实矿山员工本就来自五湖四
海，大家都是同饮一江水，同吃一锅
饭，本就同根生的新华锡人，何必非
得分河三人与佛子冲人呢？说白了，
新旧员工就是一家人，只有一家人相
亲相爱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拼搏，艰
苦奋斗才能让佛子矿业在低迷的有
色金属市场站稳脚跟，从而走出困
境，再创新的辉煌。我们一定要坚信
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相 亲 相 爱 一 家 人
□ 梁 坤

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吧！有些为
城市的建设而存在，有些为清洁环境而
存在，有些为生活的美好而存在。

他一个中年汉子，有着魁梧的身
材，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他每
天都与砖头、水泥、石灰打交道，在工作
的过程中，手变粗糙了，皮肤被晒得黝
黑了，还常常会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的。这就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他做事
认真细致，每一年都有干不完的建筑活
做，工友们都喜欢与他一起工作。他从
事这一行有好几年的光景了，他还会继
续地干下去。正是有像他一样默默坚守
的建设者存在着，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城市的面貌在俏然地改变着。如果
有一天，城市变得繁荣了，这当中也一
定有他们的功劳。

每天早上，都会如期的看到一位阿
姨拿着扫把低头扫大街的身影，眼睛紧
盯着有垃圾的地方，只希望能够尽快高
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她无暇于
行人的眼光，无暇于行人的闲言碎语，她
知道，她每天所要面对的是脏乱的垃圾
和飞扬的尘土，这就是她无法改变的工
作环境。是的，这就是街道清洁工，她多
么希望人们可以养成不乱丢垃圾的习

惯，好让她的工作可以轻松点。可这也只
是她发自内心的美好愿望罢了。

她的背有点驼，不知是不是生活的
重担把她的背也压弯了呢？瘦弱的老奶
奶常常挑一个担子到街边卖菜，她会不
厌其烦地对每一个从摊边走过的人说，
看一看吧，早上刚采摘的新鲜疏菜，喜欢
就买一点吧！她把菜叠放得很整齐，也很
热情地对待着每一位顾客。她的家庭经

济状况不是很好，为了不给儿女增加生
活的负担，毅然做起了种菜买菜的活，她
自豪地说，现阶段种菜这点事还是难不
倒我的，种菜的活可以锻炼人的身体，种
出的菜拿来卖还可以增加收入。我不禁
被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所折服，或许，白
驹过隙的时光可以改变她的容颜，却无
法改变她那颗热爱生活的心。

在矿山工作多年，我一直在从事着
后勤工作，一样平凡的工作，一样的平凡
面容，在枯燥的三点一线生活中，甚至看
不清未来的方向。他们是生活在社会边
缘的群体，是他们用乐观的人生态度告
诉我，一个人只有确定了自我存在的理
由，才可能成为更自信、更温柔、更可爱
的人。

存 在 的 理 由
□ 徐小玲

忽听闻有人说我的性格本质是属于开朗
的，有些惊讶。此前别人更多的是用内向来形
容我，对什么都是淡淡的，只有在相熟的人面
前才会笑，或者说我现在比以前更爱笑了。喜
欢上笑，只因在某一瞬间发觉笑眸里的一切是
那么的美好。

当我消沉对人生感到迷茫时，遇到了同学
阿剑。在众同学的羡慕和祝福中他北上到北京
大学求学，一年后突然被查出脑肿瘤，在漫长
的治疗康复期间因脑神经受损又患上了癫痫
病。现在的医学科技发达阿剑还是没能完全康
复，不能做体力活，他的身体就像一颗不定时
炸弹，会随时晕迷。无法随心所欲地做事，更多
的时间只能呆在家里，而走到哪都要拿着药。
所谓一世两生花，一生在最明亮时枯败，一生
在凋零中顽强维系着微弱的生命。

阿剑的遭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世事难
料，我们无法预知下一秒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说不定哪天厄运会突然而至。也许只有
面临生死时才知人生的短暂易逝，用小品里小
沈阳的台词说是“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
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独自漫步在灯火辉煌的夜幕下，回想我走过的
那些年华，从幼时的记忆开始更多的是离别的
伤感，对于看重的东西很敏感易钻牛角尖，被
阴霾所障目，看不到身旁的光彩，弥漫着低气
压，无心于其他事情，欢乐甚少。试想，如果当
下我的生命就要结束，才发觉还有那么多的事
情是我想要去做去完成的：有那么多的美食想
要去品尝，祖国的大好河川还没去游览，对父
母还没有尽孝心让他们安度晚年……内心的
欲望被点燃，一股力量充满身心，脚下的步伐
强劲而有力，抬头看这车水马龙喧闹的街道，
我遗失了多少乐趣？！

人生路总是布满坑洼，不可能一条道平顺
到达终点，路上的琐事与烦恼不计其数，何必
计较那么多，何必庸人自扰呢，何必苦苦于执
着呢。把凡事都放于心尖，重压着自己的双肩，
只会感到抑郁，觉得累。忧郁和快乐都是一样
的活着，不如选择轻松快乐地过日子，放开心
扉吧，放下该放下的包袱，提起该提起的好心
情，珍惜好每一寸光阴。在刹那间，我想得通透
了，整个人也轻松了，发自内心的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放眼四周，散步的人群，吆喝着的小商
贩，嘟嘟的汽车，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一切都是
那么的美好。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以一颗达观的心，用
灿烂的笑容止去伤痛的泪水。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以一颗坚强的心，面
对生活中种种挫折和失意。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以一颗勇敢的心，追
求心中所渴望的目标。

今后，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诚，不倾
国，只倾其所有过我想要的生活。

做个明媚的女子
□ 周丽梅

《暮色梧州》 江艺庆 /摄

《牵手幸福》文中有句话：对于幸
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幸福的定
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真是说到每
个人的心坎上了，因为不同的人对幸福
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的人也拥有不
同的幸福。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点 --经过奋斗才有幸福。

在商人眼中，幸福是丰厚的利润，
但商人要绞尽脑汁，不停地奔波忙碌才
有利润；在运动员眼中，幸福是获得奖
牌的精彩瞬间，而运动员奖牌的背后是
无数的艰辛和汗水；在工人眼中，幸福
是工作收入稳定增加，然而待遇提高却
是需要工人辛勤的工作和不断的拼搏。
由此可见，没有不努力奋斗而取得的幸
福，也没有不想获得幸福而盲目的奋
斗，二者相辅相助，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共同点缀七彩的人生。

上帝钟爱坚强的人，幸福女神的美
丽靠奋斗的光芒才显耀出来。奋斗需要

理想，理想的本质是追求幸福。在奋斗
的过程中，我们坚定不移，努力拼搏，幻
想着美好的未来，实践着心中的理想，
体验着人生的意义，谁说我们不快乐？
谁说我们不幸福？在奋斗中我们享受人
生，奋斗之后又得到无尽的幸福，因而
奋斗本身就是幸福，是最令人难忘的体
验。

奋斗需要付出，但付出并不意味着
痛苦。相反，付出往往是建立在自愿的
基础上，是令人体验快乐和幸福的另一
种方式。在付出中我们提高自己，在奋
斗中我们把握生命。懂得付出才有收
获，付出始终是人们先进性、进步性的
集中体现。

奋斗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幸
福。奋斗、拼搏始终是不竭的生产力，奋
斗、拼搏始终是我们必须具备的通行
证。

奋斗 ,是一种幸福
□ 贺 琼

这一两年，由于受行业景气度低迷
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有色金属企业面
临经营困难的窘境，这其中就包括我们
华锡集团和佛子公司。时至今日，我们
可以从较大额度拖欠客户材料款以及
员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现状感觉到，
我们企业的效益不好，资金链真的已经
绷得有点紧了！

现在看来，有色金属行业仍将维持
窄幅震荡的运行格局，真正复苏的愿望
短期内将难以实现，未来一段时间有色
金属企业仍将面临经营艰难的压力。为
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们
面临的困难仍将持续，甚至可能比想象
的还要严重些。这是一个节令的冬天，
也是一个经营的冬天。面对如此困难的
局面，你我应该怎么做？

良好的对策也许有很多条，而我
想，当务之急，是需要我们营造阳光的
心境，维护平安的环境。
在这乌云笼罩的“冬天”，我们不能

忘记营造阳光的心境。阳光的心境是怎
么样的？是明亮的，是温暖的。明亮，就
是我们要看到未来，看到希望，正所谓
心境决定处境，好的心境可以开创好的
处境，反之亦然。搞企业，业绩有波动不
用大惊小怪，关键是要有积极的思维，
发展的眼光，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
的心不能灰，眼不能黑，相信只要我们
坚持得住，积极应对，我们就能够度过
难关，走向光明。当然，相信未来决不能
只想不动，而应该怀着希望的心情实实
在在的去干好我们的工作。市场不好，
那我们就多在创新机制、提高效率、控

制成本等方面下功夫，让人的积极性不
断得到发挥，让资金的再生能力不断增
强。温暖，就是同心，就是和谐。冬天里
的羊都懂得抱团取暖，何况人呢？同一
个企业同一艘船，船上的人目标只能有
一个，用力要协调，才能让船和人都胜
利到达彼岸，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
困难当前，我们不能拆台，不能埋怨，不
能观望，不能斤斤计较，而是要多些发
挥正能量，多些理解，多些鼓励，心系大
局。

在这困难的局面摊在我们眼前的
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维护平安的环境。
平安的环境是怎样的呢？是安全的，是
稳定的。平安孕育幸福，平安创造效益。
安全生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的，而在企业经营效益不大好的情况
下，如果我们心态浮躁，就很容易犯急
进或麻痹的错误，这是必须防止的。稳
定的治安，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前提。不
管是生产场地，还是生活社区，任何时
候都需要有良好的秩序，而在经济效益
欠佳的时候更需要加倍重视良好秩序
的维护。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都有责任关注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并且自觉加入到这一
工作阵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强法
制宣传，捍卫法律尊严，开展防盗窃、防
火灾、防滋事等治安活动，妥善化解内
部矛盾，调停各种纠纷，共同维护生产
生活秩序，只有这样，我们的生产才能
正常，生活才能安定，难关才能度过，发
展才能实现。

营 造 阳 光 心 境
维 护 平 安 环 境

□ 黄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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