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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魅力小镇魅力小镇：：店头店头 苏雨苏雨 摄摄 （（黄陵矿业公司黄陵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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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已知天命的我，自幼随父辈在陕
化生活了 40多年，如今我的孩子也在陕化
长大成人，是陕化这片热土养育了我，可谓
是我的故乡。

对陕化的最初印象还依稀停留在我儿
童时尘封已久的记忆中，在外漂泊的些许
日子里，每当夜晚凝视皓月当空总会想起
故乡的月亮，固执地认为故乡的月亮要更
圆、更亮些，而今明白了原来那是一种游子
思乡的情结所致。

初识陕化，那还是在 1972年的一个秋
天。6岁的我还是一个乳气未脱的儿童，跟
随父母举家来到陕化，搬家的“日野牌”绿
色平头加长板车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母亲
在车厢中拥着我们哥仨说起我们的新家，
那是在一个叫瓜坡的地方。“那是不是到处
都是西瓜啊？”我天真的问话伴随着大家一
路欢笑、一路向往来到了陕化。

我们算陕化第一代厂子弟了。那时陕
化家属区只有一处，就是现在的老区，只有4
栋家属楼，3栋新楼在赶建，上学的课堂在当
时叫做东院（今化肥厂办公楼附近）的一座土
地庙里。那个时代农村的围墙大都是土坯
墙，“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深挖
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等文革后期流行标语随
处可见。两年后学校才迁至现在陕化子校小
学部的楼上，我便在那里度过了学生时代。

随着陕化生产装置转入开车阶段，进
厂的职工也渐渐多了起来，厂里不停地建
家属楼，老 8、9号以后的楼都是在那个时
期建成，建楼时开挖地基形成的沟壑成
了我们嬉戏打闹、捉迷藏的好去处，至今
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在盛夏季节，冀家河水库（也叫陕化
水库）是我们这些小不点向往的乐园。那
时，紧挨 2号楼的福利区外围墙有一条通
往井家堡的土路，斜下坡向东行走几分钟，
便可到达水库的入水口处，水库边杨柳成
荫，散放的奶羊、黄牛在悠闲地吃草，苇荡
深处不时有野鸭、水鸟出没，泄洪闸所处的

西南角有一片果园，苹果、香梨、杏子、桑
葚、柿子应有尽有。

我在冀家河水库学会了游泳，如今我这
点泳技便是在那里练成的。我们这群小不
点不敢往深水处去，只能在浅水处玩耍，头
顶荷叶踩河蚌、抓小鱼、捉螃蟹、打水仗，玩
得是不亦乐乎。最羡慕的是16、17岁的“大
孩”们，他们经常结伙顺水面游到果园，偷偷
摘取苹果、梨子掖在泳裤内再原路返回。有
时被看园人发现少不了一通追赶责骂，他们
便慌不择路，跳水而逃，仓皇中不时有果子
掉出漂在水面，不时引来我们这些小不点的
哄笑。在陕化，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真正感受到陕化在发生变化是 1985
年冬天，在部队的我获准探家，火车到达
华县时是寒风凛冽的后夜，搭顺车至瓜
坡麦郭桥，寒风夹杂着氨气扑面而来，让
我感受到家乡那熟悉的味道。遥望厂区
恰似银河，灯光点点，不时有焊花发出耀
眼的光芒刺向苍茫深邃的夜空。

楼房矗立在我面前，直到进入福利
区，才慢慢熟悉了周围环境。母亲仿佛
有心灵感应，当我轻轻叩响房门，她立刻
呼唤起我的名字，亲切的呼唤声让游子
归家的温暖霎时涌上心头……

第二天我特意来到子校大楼前。好
家伙，大气的教学楼屹立在小学教学楼北
侧，把小学教学楼衬托得更加矮小了，这在
80年代初的华县，绝对算是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教学楼了。厂里还为每户职工免费安
装了煤气管道，职工都用上了高效、清洁的
煤气，彻底告别了使用蜂窝煤的历史。这
在华县周围一时传为佳话，与战友们闲唠
时分明能感受到他们羡慕的神情，第一次
感受到身为陕化人而发自肺腑的骄傲。

对生产装置的第一次印象还是在小
学，正逢厂区年度设备大修期间，学校组织
学生义务劳动，任务是捡瓷球、鲍尔环。厂
区让我感到很庞大巍峨，高耸的造粒塔，纵
横交错的管道在塔林中间穿行，随处可见
身着工装、神气十足的工人，我满是羡慕，
心里充满着向往，幻想着长大后穿着工装
也在厂区随意行走的样子，这个梦想在我
20岁时成为了现实。

1997年开始，陕化经历了我印象中的
第一次危机。由于国家对化肥销售价格实
行限价，导致国内化肥企业开始亏损，形成
生产得越多，亏损就越大的严峻局面。在
这一轮严冬面前，陕化也未能幸免，随着亏
损加剧，职工只能拿到70℅工资，经济上显

得捉襟见肘，一时陕化要破产、被兼并的传
言四起，渐渐人心思走。我周围一些同学、
工友开始辞职，另谋高就。我真正感到陕化
的生存危机，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与害怕。危
难时刻，全厂干部职工在默默咬牙坚持着，
不停跑贷款、搞技改，力求增加产量和产值，
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2006年，陕化迎来了转机。这一年，陕
西省政府对国企实施战略重组，陕化加入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真正迎来了历史上难得的
发展机遇，开始步入黄金发展周期。企业领
导层果断决策，2008年投资 6亿元建成年产
3万吨 1，4丁二醇项目，第二年 4月投入生
产，延长了产业链。同年引入 56亿元巨资
建设陕化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这项被誉为陕
化的“翻身工程”于 2012年建成投入试开
车，2013年8月产出合格尿素，形成年产60
万吨合成氨，94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彻底
淘汰了能耗高、污染大、产量低的老尿素生
产装置，一座崭新的化工新城呈现在职工家
属面前。在 2000年到 2006年又新建了 23
栋住宅楼，1100多户职工乔迁新居，彻底解
决了职工住房难的问题。针对企业青工多、
思想活跃的特点，于2010年投资600多万元
新建可容纳 500多名单身职工入住的公寓
楼，接通了宽带、广电网络，配套了单身职工
餐厅；2012年投资 6000多万元新建了集学
习、活动、娱乐于一体的陕化职工活动中心，
从硬件上改善了青年职工住宿、就餐等条
件，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这些硬件的
投入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认同，也成为职工
思想状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今，陕化生产经营蒸蒸日上，职工家属
安居乐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到处呈现出企
业政通人和、繁荣发展的和谐局面，犹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秦东大地，熠熠生辉。

一个游子，无论身处何方，从个人感情
上来讲，山是故乡的青，月是故乡的明，衷
心祝愿我们的企业始终昂扬向上，焕发
出勃勃生机。 （陕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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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兴，你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新
房快装修好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乔迁新
居？我们等着去给你家暖新房呢！”午
饭时，同事郭萍边吃饭边打趣地问道。

“快了,快了，就差进家具了，到时候
一定请大家去！”刘高兴爽快地回答道。

“刘高兴”本名刘红栓，今年 45岁，
是建设集团矿建三公司的一名司机，为
人开朗乐观、言语诙谐幽默，因为在公
司组织的元旦晚会中扮演“刘高兴”一
角，从此便“火”起来了，“刘高兴”也成
了大家公认的外号。

今年年初，刘高兴分到了陕西煤炭
建设公司在铜川新区建设的梅乐园小
区的一套 100 平方米大两居电梯房。
拿到新房钥匙后，他激动地说：“以后咱
也成了铜川新区人了，上班不用六点起
来挤公交车，骑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可以
到单位了。”

2011年之前，刘高兴一家三口一直
居住在铜川市王益区虎头山上的石窑
洞公房里。窑洞是父母以前的老房子，
大概 20 平米左右，建于 20 世纪 50 年
代。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各类配套设施
非常落后，生活用水不方便，冬天没暖
气，靠生炉子取暖，光线不好，遇上连阴
雨天气，窑洞里就非常潮湿，有时候甚

至连柜子里的东西都会发霉。
“以前住窑洞时，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还得跑到外面

的公厕，冬天出去太冷，夏天臭气熏天，人都进不去，实在
是受不了。”来新区装修新房的刘高兴媳妇说。

2011年夏天，刘高兴在王益区五一路火车站旁买了
一套 80平方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欢欢喜喜地和媳妇孩
子搬到了楼房里。虽然是二手房，但是勤快、爱干净的
媳妇将屋里装扮得很温馨，收拾得更是一尘不染。

刚刚搬进楼房没住多久，问题就来了，房子在六楼，
没有电梯，现在年轻身体好，等年龄变大腿脚不灵便
了，爬楼梯真是个大问题。再加上工作单位搬到了新
区，每天早上六点就得起来挤 6路公交车，上下班高峰
期，根本没有座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一天来回得
三个小时，上下班非常不方便，奔波一天身心疲惫。

根据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陕西煤炭建设公司对所
属单位的棚户区进行改造，计划在铜川新区建设陕西
省安居工程梅乐园小区。刘高兴位于虎头山上的旧窑
洞也被列为棚户区改造项目。经过几年的建设，今年
年初，他终于领到了新房钥匙，同时公司有十几户家庭
也分到了新房。“以后大家住在一个小区，可以相互照
应，串门也方便”，同样分到新房的王会丽说。

新房子自然要好好装修一番，拿到钥匙后，大家陆
陆续续进行了装修，铺地、吊顶、刷墙、买家具，现代化
的电器也一应俱全。

“从旧窑洞到二手房，再到高层电梯房，从一家三口
蜗居在不到 20平方米的窑洞，到宽敞明亮的百平米居
室，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了后顾之忧，就能
更愉快地工作！”刘高兴开心地说。 （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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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黎坪景区还
是一个由南郑县元坝林
场托管的，名不见经传的
旅游点。设施简陋，只有
景区入口处的一个用水
泥仿造原木搭建的黎坪
国家森林公园的标志牌，
旁边一间售票房，职工人
数三十人左右，年接待游
客一两万人次。

随着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公司的加盟，本着
带动汉中经济社会发展
的责任和使命，经过七
年的艰苦创业，精心建
造，黎坪景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
变化，游客人数已达到年接待量近
十一万人次，固定资产 6.88亿元，职
工人数 171 人，下设旅游客运公司、
山水旅行社、假日酒店和陕西园林
景观绿化公司四家子公司。

新建的景区游客中心，采用国
际大师的设计理念，又融合了汉中
当地的建筑特点，造型独特、结构完
美，空间宽敞明亮。内部有景区全景
沙盘模型、售票室、游客休息室、贵宾
休息室、土特产销售店、星级环保厕
所等配套设施，非常完美和人性化。

景区生态停车场，绿色环保，每
个停车位内都是青色的草坪，各个

区块的停车位之间都用高山黄杨、
南天竹、冬青、美国红枫、紫薇等灌
木和小乔木进行隔离，真正体现了

“生态”二字。一年四季色彩斑斓，
繁花似锦。停车场内的车道旁一排
排的玉兰树，枝繁叶茂，洁白的玉兰
花层出不尽，花香袭人。

景区宿办楼，楼高三层，一层办
公用，二三层是职工宿舍和领导办公
室。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手间，二
三层的房间还装有空调、浴霸、电
视。员工下班后，每天都能洗热水
澡，观看电视节目，住宿条件非常好。

景区内各个游览点都扩建和新
建了步道、护栏、候车休息区，还增加

了很多树木树种标识、
安全标志牌。剑峡和玉
带河的碧潭绿水，枫林
瀑布的飞瀑溅玉，中华
龙山的神奇，海底石城
的猕猴与石上苔藓，红
尘峡的幽静和红叶等美
景，会让每个游客惊呼

“美哉！妙哉！”
游览完景区内的各

个景点，从停车场跨过
西流河上的吊桥，走过
河心岛，翻过石拱桥来
到黎坪假日酒店。酒
店 青 山 怀 抱 ，绿 水 环

绕，设施高档，环境优雅，是休息和
用餐的绝佳之地。

黎坪景区是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
园、中国首批森林氧吧、陕西省标准
化景区、陕西省平安景区、陕西省优
秀景区。这些成绩的获得离不开
陕煤集团各级领导和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也是黎坪景区所有工作
人员辛勤努力的结果。

勤劳勇敢的景区工作人员在成
绩面前不骄不躁，紧跟时代潮流，
勇于创新，将继续奋战在创建国
家 AAAAA 旅游景区的征途中，创
造新辉煌。 （实业集团）

蓝天下的秘境蓝天下的秘境 张兵红张兵红 摄摄 （（实业集团黎坪公司实业集团黎坪公司））

黎坪景区旧貌换新颜
张兵红张兵红

在和同事们闲聊中，有人问道：
“改革开放 40年了，你印象最深的是
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是手表。大
家都禁不住问，手表有什么稀罕
的。它之所以常常让我萦怀，主要
是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心酸的故事，
同时它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生活
越来越美好的一个见证。

上个世纪 80年代，手表对于农
村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件贵重
的奢侈用品，在童年的记忆里，手表
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于家里
小孩多比较穷，没有钟表，上学时不
知道几点，所以要经常跑到斜对门
的商店里去看时间。看来看去，店
老板烦了，说要看表就自己买一个
去，老跑到我这里看什么！那时，父
亲在西安一家工地上班，经常回不
了家，母亲一个人料理家务，靠父亲
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家七口人，哪能
买得起钟表？我很委屈地回去和母亲说了，母亲说：

“娃呀，咱人穷志不穷，人家不让看就算了，以后上学
我给你当钟表，告诉你时间。”就这样，昼夜更替、四
季轮回，母亲叫我按时上学。

到上中学时有早自习，母亲为了不耽误我上早
自习，夜里更是怎么也不敢睡踏实，要看看星星走到
什么地方了，鸡叫了几遍，然后让我起来上早自习。
总的来说，母亲估计的总是八九不离十，但是一遇到
阴天或到冬天，可就不灵了。一次，阴云密布，看不到
星星，也没有听见鸡叫，母亲沉不住气了，就把我叫起
来吃点东西去上学了。可到了学校一看，大门紧闭，
传达室里的钟显示，刚刚凌晨四点多。回家吧，天黑
路滑不好走，可在这里吧，呼呼的寒风透过衣领、袖口
吹进我的脖子、胳膊里，冻得我没办法只得围着校门
口的那棵槐树一直跑步，跑到五点多校门开了才进学
校。回家后，我直埋怨母亲把我叫早了，母亲满脸愧
疚，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半晌没说话。过了几天
我放学回家，看见箱子顶上放了一个崭新的小闹钟，
一只小公鸡在不住地点着头。妹妹说：“母亲将外婆
传给她的镯子卖了，买了这个小钟表。”

家里有了闹钟之后，上学方便多了。每天调好
表就能准时醒来，虽说有时忘记调了，可是比以前总
是好多了。后来渐渐地兴起了手上戴着的机械表、
石英表、电子表，当时一只也就几十元。为了考试
方便看时间，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只手表，母亲为
难地说：“要不，我给你借你小民叔的表先用用。”因
为我的粗心，借来的手表在考试的时候弄丢了。吓
得我不敢告诉母亲，更不敢回家，躲进麦垛里自责
地流着眼泪慢慢睡着了。迷糊中朦朦胧胧听到母
亲喊我名字的声音，看到母亲头发凌乱，裤腿上沾
满泥土，走路一瘸一拐。原来由于天黑路滑，再加
上找我心切，母亲一脚踩空栽进了土坑里。我忍不
住扑进母亲的怀里，委屈地放声大哭起来。一向坚
强的母亲也搂着我失声痛哭起来，“娃呀，是妈没本
事，连一只手表都给你买不起呀！”后来，母亲将攒了
两个月贴补家用的鸡蛋卖了，买了一块新表还给了
小民叔，这件事才告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越来越好，
父亲不再在工地上打工了，而是承包了十几亩地种
上了苹果树、梨树和桃树。母亲也养了十几头猪，一
年也能收入上万元。家里人的手表也换了一茬又一
茬，色彩、形状、样式层出不穷。为了弥补过去的缺
憾，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母亲便为我买了一只银白
色的手表，并嘱咐我说，看时间的时候，要常想想现
在的好日子，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将来好好为祖国作
贡献，做一个有用的人。

再后来我工作了，买了手机，那只表便被闲置起
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买个手表不再是困难
的事，可自从有了手机，我就感觉手表是个“累赘”，
干脆连戴也懒得戴了。如今，身边的朋友已很少有
人戴表了，即便有那也仅仅是一种装饰品。

岁月悠悠，人世苍茫。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
光芒！从看星星到听鸡叫，从闹钟到手表，从几十
元钱的电子表、几百元的石英表到成千上万元的
商务表，从视戴手表为“稀奇”到用不着戴手表。
在远去的嘀嗒声中，一块小小的手表，见证的不正
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祖国的繁荣富强吗？正如奶
奶的话所说：“你们是幸运的，是生活在改革开放
新时代的、幸福的一代人。” （榆北煤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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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化晚霞 张铁静 摄 （陕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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