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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岛
■ 文娅西

洋水河断想

不忘初心向未来

当第一次来到南江，看到江水在峡谷中不紧不慢从眼前流过的那
一刻，我感到了时间的遽变。眼前的南江河充满野性，虽说是第一次
相见，却似曾相识，像久未谋面的故人让人感到亲切。那一刻，我仿
佛回到了童年，回到童年时代的那条小河边……
儿时的那条小河它流经之处，是云贵高原上一条风景秀丽而宁静
的一条峡谷。这条峡谷的一些狭窄处，只见两侧的山脉高耸万仞，笔
直的崖壁上嶙峋的树根盘根错节，突兀地立在蓝天下。缓坡处则丛林
荫密，藤萝绕络，鸟声清脆。澄澈清亮的河水时而急流，时而轻漫。
此时，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恍若置身于一幅山水画的长廊之中。奇异
的自然风光每每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给人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当
年的矿山就倚河而建，这条河就从这座矿山中间穿越而过，不知不觉
中它就带走了沿岸百姓和矿山人无数个春秋。童年时，适逢暑假，整
个夏天这条小河就是儿童们的乐园。午暑正盛，知了在林荫间聒噪，
四下寂无人声，这一切正好催人入睡。大人们吃完午饭碗一丢就上了
床，不需要一支烟的功夫就酣然入睡了。而此时小伙伴们的魂魄却早
已被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勾了去，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家门。才出家门没
几步，就疯一般地朝小河狂奔，张牙舞爪地庆贺又一个愉快下午的到
来。宽阔的河滩上顿时一片喧嚣：尖叫声、
呼喊声、争吵声，
“狗刨骚”式
的双脚打击水面时的“扑通扑通”声，这些声音在昭示着又一个愉悦假
期的开始。林中歇憩的小鸟也停止了啼鸣，引颈观望着眼前的一切。
只有知了不知疲倦地鼓噪，把炎热的夏天渲染得更加浓烈了。这条河，
在孩童们眼里就是天堂，
他们从当午一直玩到黄昏，
整个河滩上传来的
都是他们不停地叽叽喳喳的欢笑声，使这条深谷在最火热的夏季充满
了生气。枯水季节，
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小溪。在一些浅滩处，
垫上几
块石头就可以鞋不沾水地过去了。在一些水深的地方，孩子们站在水
里都可以探出头来。河水清如山泉，
当地的百姓赶着马儿过河，
在马儿
低头吮水时，
自己也会在一旁掬一捧河水解渴。人畜同饮一河水，这样
的场景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因为它只属于那个时代。当年，
如果说这条
河是一半河水一半鱼虾，一点也不为过，赤脚过河，脚底经常会不经意
间踩到鱼儿。矿山人用一种叫做撮网的捕鱼工具，一人把撮网放在水
中，一人在十步开外的上游用一根竹竿使劲击打水面，
然后就往下面的
撮网中赶。估摸着离撮网还有一两米的距离，这边就抬网了。只见刹
那间如钢花四溅般，
无数的鱼跳在身上、脸上，
一网能起上百条，
只用两
三网，就是满满的一桶。这些鱼大多是清一色的身上带有彩虹般的竖
纹，当地人称之为“火闪鱼”。这种鱼肉质细嫩味美。
这条河流的旅程并不长，在它流向茶园坡之处不远，就汇入到另
一条河流——清水河里去了，从而阻断了它原本想浩浩荡荡独自进入
乌江大河的梦想。即使这样，这条河流也曾给沿岸带来过绮丽的风
光，灌溉了沿途的田园稼禾，滋养了生活在这条深谷中的人们。据当
地长者描述，这里曾经就像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仲春时节，小河
两岸层层梯田里，会有从广东潮阳远道而来的老农在田间教当地百姓
插秧。有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在头顶上欢快翱翔，阵阵山歌在山间回
响。河中那两部水车在雏菊般的浪花中“吱呀吱呀”地旋转着，把一
只古老的民谣一直唱响了好久好久。绿堤柳岸，暖暖的春风掠过山
涧，掠过深谷，掠过河面，漾起皱折般的波纹，阳光下，这些波纹中
闪烁着宝石般燿眼的星星点点。到了夜晚，满天的星空下，水田中蛙
鸣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整个峡谷中奏起让人陶醉的小夜曲。在收
获的季节，河流两岸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摇曳，相互摩挲
发出一阵阵悦耳的“沙沙”声。鸟儿们就在这一片麦浪中沉浮隐没。
……
寒来暑往，昔日的小河不再丰腴，它载着当年飘荡在晴空之下那
些儿时的欢笑声渐渐地远去了，再也回不到从前。小河之水带着新时
代的气息继续一路向前。

贵州，美丽富饶，名胜景点众多。黔
山秀水，绵延不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
予了黔山的灵性。一座座蕴涵着历史悠久
的文明城市，魅力四射。有巍巍屹立的黔
山，登高远眺，一个个景点尽收眼底；有
世界罕见、风景如画的织金洞，享有“此
景只闻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游”的美
誉；有碧瓦红梁，层层重檐翘角、民俗独
特的西江苗寨；有诉说“长征精神”的遵
义会议会址。
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过娄山关时
写下了著名诗篇《十六字令三首》：“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
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
拄其间。
”
山，地势险峻陡峭，拥有雄壮的风
采。崇山峻岭之中，只有一条陡峭的山路
通到那幽寂的峡谷里；山岩边上的石缝里
长出了一棵棵盘根错节的松树。树枝上挂
满了像银须一样飘垂的细长的松萝，清风
拂过，散发出阵阵松香，让人沉醉不已。
从岩缝里渗漏出来的泉水，滋润着岩壁和
树干旁边许多不知名的苔藓和花草；开着
红的、黄的、紫的和白的花，形状也都非
常奇特。宁寂的峡谷，让人仿佛置身在一
个超然的境界里，似乎想象不到外面还有
喧嚣的地方。转过一段陡峭的峡谷，便听
见了潺潺的流水声，地势也渐渐开阔，在
一丛丛茂密的绿竹掩映中，露出几座瓦屋
的瓦顶和院墙。有的院墙上面还冒着一束
束鲜红和淡红的花束，在绿竹丛中显得格
外耀眼夺目。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
待夕阳抹去了最后一抹光彩，夜幕降
临，一弯新月吊坠在天边的尽头，峡谷的
月夜就别有一番风韵，此时的景色开始显
得格外的美。一层轻烟似的薄雾缭绕在山
与山之间，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妙梦幻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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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望家山 陈默海 摄

■ 郝飞

因为热爱
周 末, 陪 着 宝 宝 看 动 画 片 《 摇 滚 藏
獒》。剧中勇敢善良的藏獒波弟，面对爸爸
的阻挠，他坚持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因
为他热爱音乐；面对他人的嘲笑，他乐观
以对，没有懈怠，因为他热爱音乐；面对
猫王的刁难，他没有怨言，反而弹起充满
激情的《垃圾车之歌》，因为他热爱音乐。
最终，他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自己的音
乐梦想——获得和心目中的摇滚猫王同台
演出的机会。
时不时的，我便会哼出剧中藏獒波弟
和猫王共同演唱的单曲《热爱》：
我们以苦为乐
我们要与勇者为伴
凭着一把破吉他
也能把世界改变
一直走……
我在想：为了热爱的梦想，不抱怨、
很乐观的小藏獒坚定不移地朝着梦想出
发，它带给了我们勇气，它告诫我们：无
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应该乐观地面对
生活。只要我们永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收
获。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薛之谦说：“我的
梦想，也曾经被别人握在手中，狠狠地捏
碎过。小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不公平，长
大后我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但不
公平是好事，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努
力。”其实，在我看来，不是世界不公平，
而是别人比我们更加努力，别人的付出比
我们更多。不要仅仅只看到别人的成就，
更要看到别人经过的苦难。
青春是一首美丽的歌，挫折和故事都
在歌声中交错，最终交织成永生难忘的旋
律。我们应该学习《摇滚藏獒》中的藏獒
波弟，只要自己坚定自己热爱着的热爱，
就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全力
以赴，不让生命留遗憾。因为热爱，所以
无悔！

■ 姜纪云

魅力贵州
的神奇境界中。远眺，群山若隐若现，近
望，树木浓淡相间，
一切都是那样的幽深莫
测。时不时飘来新鲜泥土的气息，花枝上
绽出的新蕾正挂着晶莹的露珠，
沁人心脾，
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阵阵的清甜和芳香。
这些日子，峡谷的春天是最美丽的。
那漫山遍野的新绿中仍然还点缀着红的、
黄的、白的、紫的、蓝的……各种浓淡不
一的色彩，数不清的各种奇花异草，随意
地生长在羊肠小道旁、山崖边、树林里，
那么茂密、茁壮。在这无与伦比的大自然
中，是最美丽和最顽强的生命力的象征。
那鲜艳奇丽而又毫无人工矫揉造作的点缀
铺排，是任何最优秀的画师和园林设计师
都难以再现出来的，可谓是巧夺天工。在
山崖的陡峭中部悬挂着一支川流不息的大
瀑布，长年不息地奔腾着，从崖缝中倾泄
而下，一泻千里。山崖下的花艳丽动人，
是进入春天特有的象征。而在山崖的边顶
上，一簇簇火红的山茶花正傲然地怒放
着，显示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畏
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
魅力贵州，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
美、水美、人更美……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的
时候，1981 年出生的我正沐浴在党的阳
光下成长，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
家乡的山山水水。
泥泞的田间小路蜕变成蜿蜒而整齐的
村道，破旧不堪的小矮土墙茅草房升级为
令人羡慕的一排排整齐、错落有致的漂亮
楼房、小别墅和居住小园。人力车、马
车、摩托车、自行车更换成便捷高速的小
轿车、越野车……
2000 年金秋时节，我有幸来到贵阳
市念书。想想那时候，要回一趟老家得费
很大的周折，从老家毕节市纳雍县到贵阳
市要用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要在早
上天还没有亮就得起床，估摸着黎明五点
来钟的样子，路上顺利的话，到贵阳市已
是晚上七八点了，真是两头一抹黑。
俗 话 说 得 好 ：“ 要 致 富 ， 先 修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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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水、电、交通是一个国家把人
与行业的发展和行业与行业间的联系变得
更加紧密的关键，也是改革发展所离不开
的重要资源。
这些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已
经是村村通水、通电、县县通高速路了，
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很多人
无论是出差探亲，还是外出旅游，都非常
方便了。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而且还减少
了旅途劳顿。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在
我们平民百姓身上也变成了现实，人们也
无需再为了出行的时间等问题纠结。现在
的我是想回家随时都可以回，早晨九点从
贵阳市金阳客车站出发，上午 11 点就到
家了。真叫人感慨万千，这是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问题，在今天统统都变成了现实。
说起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变化，通
信工具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想想从
前，看看现在，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村
里人有点啥事，都只能用书信来往。一封
信发出去，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可以说
等信都成了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半个月，更有甚者要
等 20 多天才能得到对方的回信。那时的
电话机，都是带摇把的老式电话机，有接
线员专门负责一站一站地接，通话质量不
高，杂音大，还时常掉线。更何况，安装
电话机的人家也特别少，可以说几乎没有
多少私人家安装，不仅电话机昂贵，就连
那电话费一般人家也是支付不起的。除了
当时的“公社”“邮电所”以及公社各部
门安装有电话外，在农村十村八寨几乎找
不到一部电话。
想想从前，看看现在，现在的生活以
及通信方式真是要比过去强上十倍、百
倍、千倍。从煤油灯到电灯，从农村到城
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摇把子
电话、老人手机到智能手机，天涯海角已
变得近在咫尺，我们无需再去苦苦等候一
封家书，无需再去邮局查询迟到的信件。
高铁、飞机已让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缩
小，电脑网络、大数据已让工作和生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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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姿多彩。这都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这些年，电脑网络也延深到了农村。
一些农民学会了上网购物，开启了农村
“淘 宝 ” 的 财 富 之 门 。 发 电 子 邮 件 、
QQ、微信、视频等，为人们的生活、交
往带来了更大的便利。过去想也想不到的
网上购物，如今已成了家常便饭。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领导的各
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发展。脱贫攻坚取得
新突破，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人民群众
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断满足
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
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祖国不
只是在交通、通讯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等
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其他很多
领域也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与荣光。庆
幸生逢盛世，见证着国家一日千里的巨大
变化，体味着新征程中奋斗者的芬芳和豪
迈，安享着国泰民安、欣欣向荣、蒸蒸日
上的静好岁月。
当下，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礼
赞，在国际舞台上完美地展现了一个有责
任、有担当的大国风采。作为青年一代，
我们需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经受
得住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我们需要自觉
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认定目标，
克难攻坚，争当祖国各条战线上奋发图强
的排头兵。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奋斗者精
神，始终如一、持续坚持、砥砺前行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为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在近七十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尤其是四十年来改革
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证明，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完全有
能力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
自我净化，祖国将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会
更加繁荣昌盛。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新跨越。让我
们在一同追梦的新征程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以
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国
家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坚定信念，砥砺奋
进，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贵州更好
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37 号

电话：0851-86989172

我是开磷的矿二代，从小喝着洋水河的水，听着父亲
的井下故事长大。父辈们大多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从全国各地来到了磷矿。他们在安全防护措施十分欠缺的
条件下，轮锤挥镐，打眼放炮，开动 T2 机和矿车把磷矿
石从黑黑的矿井运出来，用血肉之躯支援着国家四化建
设。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是最可亲可敬的开磷建设英雄，
他们身上有永不磨灭的奉献精神。
和大多数开磷矿二代子女一样，我在开磷子弟小学、
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开磷技工学校深造。1991 年 10 月毕
业的这一届矿二代全部分配到正在初始建设中的息烽重钙
厂。临行去小寨坝参加工作的这一天，父亲在洋水火车站
给我送行，他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干！
”
1991 年，正逢开磷从磷矿开采向磷加工发展的全新
转型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套 2000 吨/年黄磷
装置刚投产成功，4 万吨/年重钙装置正在建设。黑神庙
马鞍山上全是新鲜挖掘出的黄泥，人们每天都是踩着泥泞
路上下班，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宿舍，先租农民的房子
住。虽然困难重重，但挡不住大家的建设热情！没有接触
过磷化工的我，不懂就问，向调来的专家请教，向外面的
化工厂学习。1992 至 1993 年期间，广西鹿寨、云南云
磷、安徽铜陵、广东湛江，到处都有开磷去学习的人员，
我被派到最近的安顺去学习化工分析。那个时期，因为回
来就要马上试生产，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立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学习的人员相当自觉勤奋、如
饥似渴。记得在老硫酸装置、水汽车间 75 吨锅炉试车运
行的那段日子，我们这些 20 刚出头的男女青年满腔热
血，点火、控温、液位、压力，每天从装置底部跑到装置
顶部，要跑数十趟，为了让装置运行成功，大家坚守在岗
位上，有的长达一个星期时间。
1994 年到 1996 年，是磷化工起步最艰难的日子。装
置不配套，低产量、高消耗、工作环境恶劣，特别是硫酸
车间的工人，灰色的工作服裤腿上、背上总是染着硫酸渣
的铁锈红。路边、办公区密密麻麻堆放着卖不出去的产
品。为帮助重钙厂销售产品，有段时间，每个职工领取了
两袋产品去推销，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当低。这段时间，没
有信心的人开始离开了，也有很多人仍然选择留下，在低
迷中艰难守业，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997 年是让重钙厂人值得记住的一年，这年，应当
说重钙厂是重振旗鼓的一年。新上任的厂领导对重钙厂的
机构、人事、分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基本生活
费加计件工资制，实行同工同酬，依法治厂。一系列改革
举措，让守业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大家积极性充分调动了
起来。1997 年生产重钙 6 万吨，1998 年生产重钙 8.8 万
吨，1999 年生产重钙 11.4 万吨，产量超过设计生产能
力。职工工资由原来的三五百元，上涨到上千元。这一
年，我与另一名矿二代女工成婚，厂里的兴旺和收入的增
加，让我们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
1997 年重钙厂虽然打了翻身仗，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曲
折。单靠原有的装置和设计能力，
肯定是要被淘汰的，
只有
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壮大，才能让开磷在市场中立足站稳。
为此，重钙厂发出号召，让职工同心协力，共渡难关。那几
年，我们一家和重钙厂其他职工一样，连续领几年 80%的低
工资，
还将家里的余款拿出来，
支持股份合作发展。大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勒紧裤带挤出资金支持企业渡难
关。当时还实行了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我身边的一些 40
岁左右的老职工就去办理了内退手续，部分职工下了岗。
当时，
我因休产假，
也加入待岗的队伍里。
1999 年 7 月，6 万吨磷酸一铵装置建成投产，我有幸回
到生产单位参与到磷酸一铵的生产中。刚生产时，装置喷
出的磷酸一铵晶体不稳定，
出来的料大部分是板结的，
像水
泥块，皮带岗位每隔 1 米就要 1 个人守着，人们不停将皮带
上的板结料刨下来，
装袋回收，
平均每人每天收装废料进袋
就有一千多斤。指标稍微控制不好，
磷酸和氨就会在管道、
罐中板结，
直到全部堵死。板结要立即清理，
大家立马拆螺
丝、卸管子、卸罐子，有时拆卸开来，里面的反应物流到地
面，
地面也马上板结。我记得当时不分什么男人女人，
不分
什么主任工人，只要力气还在，有什么工具就拿什么工具，
铁锹、
铲子、
二锤、
钢钎等拿起就上，
挥汗如雨地敲打板结化
肥。大家都在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有的同志冒着 60 度
的余温钻进罐内进行清罐，
汗水瞬间蒸发出来，
全身衣服湿
透，不到 5 分钟必须换另一人进去接着清理。技术员杨贤
钻进罐内清理，
硬是咬牙多坚持一会儿，
结果出来后虚脱无
力。下料仓经常堵，
班长蔡隆祥抡起二锤去拍打，
因为经常
甩二锤用力过度，造成腰部疼痛难忍。当年干部职工为什
么这样拼呢？因为这是新引进的项目，是相对黄磷和重钙
的另一种全新产品，是否能见效，是否能翻身，能否让重钙
人过上幸福日子就靠它了，大家期待的眼光盯着它。就是
在这样的拼搏和坚持中，在运行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
在反复改进和调试中，
终于生产出雪白的磷酸一铵。看
着像雪一样飘下来的产品，大家相拥一起喜极而泣。同舟
共济搏风浪，
艰苦奋斗渡难关。磷酸一铵实现了当年开工、
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获益的目标，被誉为“工期最短、
投资最省、
见效最快”的“三最”工程。同时标志着开磷重钙
厂走上了发展多元化产品之路。
现在，磷化工系列装置己建成 30 年了，我的一些同
学加入到开磷的营销队伍，到全国各地推广开磷产品。一
些同学成了化工设备的守护神，一些同学成为某些产品的
领军人物。但大多数还是摸爬滚打、甘苦与共地奋斗在磷
化工战线各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几十年无怨无悔
……
有些记忆早已淡然而去，
而有些记忆却越积越厚，
甚至
刻在了脑海之中。磷化工几十年的发展中，有我们艰苦创
业的悲壮，
有我们对事业的执着，
有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这
里包含着我们矢志不渝的初心，有我们朝着理想奋斗的不
倦情怀。在这里，
我们受到的特殊磨练和考验，
练就了我们
坚韧、耐劳和团结协
作、勤奋向上的精神。
回望过去，一串串坚实
的脚印不断激发着我们
我与祖国共成长 征文
前进的动力。展望未
来，我们有信心披荆斩
控股集团党委宣传部 建设集团党委
棘,乘风破浪，创造明
联合主办
天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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