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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开磷

2019 年 1 月 11 日

■ 黄榜才

■ 吴光兵

新时代矿山人

手中这支笔的分量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山，叫刺竹山
这河，叫洋水河
这矿山，叫开磷矿山
我带着好奇，走进你的怀里
却不曾想，从此为你着迷
八百万吨的产能
你谦逊地告诉我，这不是奇迹
高品位的矿石
只是大自然馈赠的薄礼
你说，真正让你钦佩的
是这儿的人，他们
勤劳勇敢坚韧执着··
·
·
··
于是，我走进了你的故事
阴暗的巷道，被我的矿灯照亮
油腻的扳手，延伸我有力的臂膀
轰鸣的铲运机，传递着出矿的消息
智能化管理，展现现代化矿山的魅力
我想告诉你，开磷矿山
我已深深爱上了你
打个电话吧，告诉爸妈
妈，女儿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爸，儿子在这里工作得不错
妈，我喜欢上了一个男孩
爸，我师父技术特别厉害
妈，最近工作很忙还在谈恋爱
爸，矿山生活也很精彩······
我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我要扎根在这浪漫的深山里

■ 闪光的岗位
■ 罗琴

2019 的红日已喷薄而出
属于矿山人的传奇将继续开启
鲜明的旗帜将我们召唤
明亮的灯塔照亮前程
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胸中涌动
鼓舞着我扬帆远行
我要在人生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穿越汪洋，追逐远方的地平线

父 亲 真的老了

矿山人没有改天换地的能力
却有不畏艰险的气魄
我们的意志在地壳中延伸
我们的业绩在岩石上刻录
我们每天进出矿井辞旧迎新
我们用汗水与岁月交融
胶带上矿石滚滚向前
巷道内矿车来回穿梭
地面是青山绿水的矿区
井下是别有洞天的宫殿
凿岩台车、装药台车、铲运机
共同奏出矿山人的交响
征途从不缺少风雨
困难压不垮矿山人的脊梁
双增双节，脱困发展
抛洒热汗，释放热情
凭着我们坚实的臂膀
将现代化矿山高高托起
当代矿山人，传承开磷精神
当代矿山人，谱写历史新篇
方向已明，蓝图绘就
矢志不渝，信念更坚
我们在矿井深处，奉献赤诚
我们在本职岗位，绽放青春

■ 周成富

没有过不去的坎
“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群体思想上
的亏损。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日前召开的控股集
团 2019 年工会工作部署会上，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邓竹林要求各级工会要带好职工队伍，在企业脱困转型的
关键时期，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精气神。人生没有过
不去的坎，企业没有趟不过的滩。关键是面对困难和问题的
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定力，保持足够的勇气，保持坚
定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信
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
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
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
败、不打自垮。”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坚守远大理想信
念，坚定为美好未来奉献和牺牲一切的崇高信仰，带领全国
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我们党大力发扬不求名利、埋头实干、大公无私、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甘愿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
的崇高精神，带领全国人民实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果遇到困难就绕
道、就退缩，不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在较短
时间内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面对困难和问题，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何光亮强调，压力逼迫我们去找办法。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去破解难题，
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我们就一定能够汇聚起脱困发展
的强大力量，踏平坎坷，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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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结束的前一天，空气中都还弥漫着
节日的味道，我将要踏上返程的火车。在纷
飞的细雨中，父亲为我们送行。他一只手拿
着两把雨伞，另一只手还提着我和爱人喜欢
吃的零食。火车要过一会儿才开，天色渐晚，
我们让父亲先回去，他却坚决不肯，他一定要
看到火车离开，他才肯转身回家。火车轰隆
轰隆地渐行渐远，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
消失在火车南站那连绵不断的雨中。
记忆犹如一台时光机，人生那些最不愿
提起的阶段可以清晰地留在脑海里，时常会
自然地回忆起来。我小学阶段的生活轨迹
上，几乎满满都是父亲的严厉。记得最清楚
的一次莫过于小学五年级一个跟往常并无不
同的清晨，往常的我，一般都是每天清晨六
点准时起床出去放牛羊或打猪草，在酷热的
夏季，这个时间点也正好是上山放牛羊的最
佳时间。那日，父母早起要拉货，他们出门
时才五点半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喊我照看
好弟弟。他们出门后，我看弟弟还在熟睡的
样子，心中暗自高兴。或许是习惯了当个好
孩子的时间太久了，趁爸妈不在家，我突然
间就想让自己的小宇宙爆发一下，或者是让
自己挑战权威的小心思爆棚一下，又或许是
早就厌烦了天天都要去放牛、割草这种天天
都不曾改变的劳动模式。那个清晨，我居然
从容、大胆地跨越了这道坎，我根本没在家
照看弟弟，而是悄悄锁上门去离家有半小时
路程的小卖部买零食去了。因没有听爸妈的
话，心里总带有一丝恐惧，买了零食，走
着、吃着，根本就忘记了照看弟弟的事，惬
意轻松的时间一晃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当我
走到堂屋门口对面的路上时，看着满身尘土
的父亲我心里很是慌张，当我
伸手摸裤兜准备掏钥匙时，居
然发现钥匙已被我弄丢了，而
此刻弟弟也醒了，在哇哇大
哭，真是雪上加霜。爸爸正拉
着又长又黑极具愤怒的脸，站
在大门口正等着我开门呢！那
一刻，周围的一切好像顿时都
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往常鸟儿
的欢快声也没了。我心里慌乱
极了，想撒谎逃跑。父亲早就
看出来我想跑的心思，提前开
启了小跑模式，紧紧跟在我身
后，随着一脚踢出，我蹲在了
地上，还重重地打了我一棍
棒，随即又一脚把门踢开，抱
起了大声哭喊的弟弟。
这是父亲第一次动手打
我，那个飞速的一脚，更像是
一颗定心丸，在我即将步入叛
逆的青春期时，牢牢地凝固在
了内心最深处，我一直以为父
亲偏爱弟弟。从那以后，我与
父亲的交流少之又少，以至于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还害怕父亲会不会让
我这个姑娘再步入学堂了，加之当时我的学
习成绩也不好，万念俱灰的自己真想离家去
外面闯荡。有一日，父亲好像去哪儿喝了点
小酒，平常严厉的父亲看起来好像温柔了许
多，那一晚，他找我谈到了深夜，至今都还
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女儿呀，爸对你严
厉是希望你长大成人，出人头地，做个诚实
守信的人。”从那以后，我的人生似乎有了
动力，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而且考上了父
亲理想中的大学。
记忆有时又像一部过滤器，那些最希望
留住的美好，那些最希望记住的话语，搜遍整
个脑海，竟然被过滤得一干二净。比如父亲
的幽默，那些父亲在生活中带给我们的快乐，
我竟然记不起几件来。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
勾起我不愿提及的记忆，却带走了那些亲人
们留给我们的美好的时刻。儿时，总觉得父
亲是那么的严厉、刚强、坚毅和不善言辞，他
坚实的臂膀又总能为我们扛住所有挫折、打
击与苦难。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也长大成
人，纷纷离家求学、工作、结婚、生子。直到那
一天，当父亲带着我的孩子蹒跚学步时才发
现，父亲曾经伟岸的身躯已渐渐老去，额头上
的皱纹日渐加深增多，父亲真的老了，年轻时
对我的严厉早已没了踪迹，剩下的只有每次
对我的絮絮叨叨和无尽的嘱咐。
在前几次与父亲微信视频中，我在这边
津津有味地说个不停，却发现那边的父亲已
靠在火炉旁打起了瞌睡。看着父亲极力摆脱
瞌睡，又努力听我说话的样子，我倔强的眼
眶再也拦不住滚滚的泪珠夺眶而出。我心里
在对自己说：父亲，我该如何孝敬你！

回顾，是为了厘清思绪，与过去作
代在变，真情不变，如今的瓮福化工一
别；期盼，是为勾画蓝图，更好地拥抱
线，再也不为装备的“简陋”而作难，
明天。
最不能忘却的是那穿越岁月的精神血脉
2018 年已渐渐远去了，很多事情已 ——担当前行、勇攀高峰。
淡出眼球，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却是
过去的一年，30 多万字的新闻报
一个个采访对象的面庞，是一篇篇新闻
道、通讯稿件、评论和散文，是我对应
稿件的墨香。开磷集团宣传部部长童祥
然之事的承诺，是我对记者使命的担
龙，为帮我们写出《开磷见闻录》这篇
当，更是我当年扎根一线优良传统的传
联合采访报道，从百忙之中抽出两天时
承与呈现。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刊发
间，全程陪同我们前往“黔中磷王”藏
时，我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因为
身处——开磷洋水矿区开阳矿肥工业园
这里面浸透着自己的努力，以及各位领
区，先后采访了十多名开磷干部员工。 导和同事们的帮助指导。
因为大家的信任，我一次又一次关心关
过去的一年，我既搞宣传又干事，与
注瓮福集团推进磷石膏“以用定产”工
公司所定的岗位“宣传干事”相当贴切，
作，使我写出了《瓮福开启磷石膏价值
可谓履职尽责；每天八点未到就进入紧
化新征程》《绿色创新，撑起瓮福“艳
张的工作状态，从常规宣传到专题采访
阳天”》等稿件，使我再次感受到手中
采写，从专项活动氛围营造、宣传橱窗内
这支笔的分量。
容更新、候车亭灯箱宣传标语更新等日
“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常事务到先进典型申报材料的撰写……
人民是阅卷人。”过去的一年，瓮福集
常常到后半夜才关上工作电脑。尽管很
团在全球行业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产
忙很累，但我心情很愉快，这是因为一年
量、利润等各项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均达
365 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走得很
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瞄准绿色转型定
坚定。特别是对比往昔的辛苦，更加坚
位，誓与时间赛跑，佳绩连连，呈现勃
定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勃生机。而我则把关注重点放在转型升
照片是凝固的历史。作为基层一线
级项目高质量落地和打好打赢污染防治
记者，我拍摄和保存着不少非常珍贵的
攻坚战方面，先后采写出《“一盘棋” 照片，并在照片归档中都写有文字注
推进，让“包袱”变“财富”》《鱼梁
释，这是不能丢失的形象编年。
江边探“绿色”》 等深度报道，写出
“青年们的字典里，没有难字，唯
《坚决打通“最后半公里”》等新闻评
知跃进，唯知雄飞。”在宣传队伍建设
论，引起大家的关注。
方面，我常常引用李大钊在《晨钟》报
胸中有一线，笔下有雄风。十五年
中的警句，鼓励新进大学生员工扎根一
的宣传工作积累，曾经十余年的生产操
线，深入了解基层一线员工他们究竟在
作经历，汇聚笔端，让我的作品多了几
想什么，他们最关心什么，千方百计写
分苍劲。那些年，那些苦，那些坚持， 出“精品力作”
。
往事难忘，历历在目，呈现于《瓮福好
相信未来是诗人的美好愿望，而记
儿女》《“老磷铵”的感慨》《从筚路蓝
录现在仍是记者的使命。站在新的起
缕到山花烂漫时》等文章之中，游离于
点，我将继续关注瓮福打造磷化工先锋
文章的字里行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奋
企业的发展变化，踏实前行，再挑灯
斗的年代。那时条件艰苦，但阻挡不住
火，写出更多有价值的好消息、好通
大家用最高的热情拥抱更加美好的未
讯、好评论，为企业的绿色转型书和
来，大多数人都是一专多能，经常是一
写，为集团的高质量发展鼓与呼，传递
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但没有人抱怨， 新闻背后的温度和力量。（作者为瓮福
有的是满心的激情和浑身的干劲儿。时
集团化工公司宣传干事）

■ 锦上

雪中行吟
飞雪，是寒冷冬日难得的美好。飘荡的
雪花，玲珑剔透、片片洁白，它遮盖了城市
的喧嚣，洗尽心灵的积淀，点染江山一色，
弥漫着浪漫的音节。
雪花片片随风舞，寒梅点点扑鼻香。
纷纷扬漫天皆白，飘飘然行人匆忙。
这便是大雪纷飞时的真实写照。传说
中，人间下雪是由天上三个神仙掌管着，即
周琼姬掌管着芙蓉城，董双成掌管着贮雪玻
璃瓶，玻璃瓶内盛着数片雪，每当彤云密布
时，姑射真人用黄金筋敲出一片雪来，人间
就开始下雪了。
下雪的时令，我自然是满心欢喜的。我
所在的金中小镇，极少可见一次飞雪漫天。
一来是地理原因，二来是气候因素，使得飞
雪连天的景象显得尤为少见与珍贵。
初下雪时，往往雪片并不大，也不太
密，如柳絮随风轻飘，随着风越吹越强劲，
雪越下越密，雪花也越来越大，像织成了满
天的白网，丈把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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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断的帷幕，往地上直落，同时返出回
光。雪，盖满了屋顶、马路，压断了树枝，
隐没了种种物体的外表，阻塞了道路与交
通，漫天飞舞的雪片，使天地溶成了白色的
一体。此时，若行人要是在路上行走，不一
会儿，就会成为一个活雪人。
黄昏的雪，又是另一番景象。大雪絮絮
飘落，有淹没一切的气势，还有一丝揭开藏
头露尾般的裸露感。雪花形态万千晶莹透
亮，好像出征的战士，披着银色的盔甲，又
像是一片片白色的战帆在远航……
大雪之后，一夜之间房檐上挂上了水晶
般的小冰笋，为房檐镶上了一道玲珑剔透的
花边。天和地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都是白
茫茫的。整个世界纤尘不染，晶莹如玉。一
朵朵迷人的小雪花，像洁白的小天使一样清
纯可爱，来自那令人向往而神奇的天空，千
姿百态，美妙至极。
这是在金中小镇里的雪景，小镇外的山
野又是另一番景象。白茫茫的旷野，那零星
的几棵老树，早已黄叶落尽。而此时，黑黑的
树干也如花一样，开始挑逗你的情思。简单
的黑白，无尽的空灵禅意。只要远远地望着，
远远地，
不去踏破这似曾相识的心灵故里。
雪后的大地，到处披上了银装，变成了
水晶般的童话世界。那一排排树木上都自豪
地绽开了满树银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
微紫色的光芒；而落光叶子的梓树枝头，则
垂下了许多玲珑剔透的银条儿；枝头的喜鹊
竟陶醉于旖旎雪景之中，一动不动停了许
久，才潇洒地飞起来，蹬落一片雪霰，然后
便叽叽喳喳地欢叫起来；庭院中，十几只麻
雀蹦跳着，正在雪中觅食，偶尔机警地扭头
看看我。
雪花徐徐飘下，如芦花，似柳絮，像轻悠
悠的鹅毛，无尽无休地飘着，飘着，宛如那美
好的银蝶在院中翩翩起舞，又像一群穿着纱
裙的小舞女，伴着天空传来的音乐，轻轻盈盈
地在空中飘舞着，旋转着，跳着动人的舞蹈。
那么轻快的身影，那么飘逸的舞姿，每一片晶
莹的雪花都像一曲婉转、悠扬、清新的轻音
乐，
都仿佛是一首轻快、
和谐、
明丽的小诗。
冬日大雪，走，到农村乡野去、到山间
峡谷去看雪。抛开那一点俗念，去倾听雪
落；拾起阳春白雪的心情，那可是人生快
事。伴着雪花的慵懒进入梦乡，把隐匿在心
底的憧憬一一拾起。
雪从苍穹飘来，在路的尽头散去，落无
声，化无痕，把自己变成一泓春水，给大地人
间一分厚爱。南方的雪，停留的时间是短暂
的，短得你来不及吟唱一首为她而作的诗，短
得你来不及说完囤积一年的短短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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