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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
党礼平党礼平

武瑞利武瑞利

我的安全心经我的安全心经我的安全心经

生命至上大于天
安全生产记心间

按规操作最关键
麻痹大意惹祸端

消防知识多宣传
提高警惕长演练

酸碱洗油易腐蚀
注意液位不跑偏

运行设备时巡检
跑冒滴漏早防患

调节阀门要放缓
润滑油脂按时添

地坑阴井需当心
高空作业慢攀登

劳保用品佩戴全
警钟长鸣响耳边

高高兴兴来上班
平平安安把家还

精细管理提升年
与厂共荣展笑颜

（陕焦公司）

一场春雨过后，桃红柳
绿，菜花灿烂。父亲坟茔上成
片的草儿，手牵着手，臂挽着
臂，连缀成了清香的翠衣。

记得父亲刚刚故去的那
个清明，我看见乡邻们给亡故
的亲人焚烧纸做的冰箱、彩
电、空调什么的，也曾有那么
一点儿心动。可真的要去订
制时，我却改变了主意：父亲
一生都离不开土地、庄稼，种
植一些花草在茔头，老人家会
不会过得更舒心、更自在？

清明那天，我和哥哥们来到父亲的坟地，给
老人家圆了坟、焚过香、磕过头，就查点起坟头
那些葳蕤的草儿、花儿。这儿是猫儿眼、宝盖
草，那儿是爬地龙、麦花瓶……呵呵，这些越过
严冬的生命，虽然干叶尚未完全褪尽，甚至芽尖
还有些怯怯懦懦的，但挑起一颗露珠，一眨一眨
的，仍然生动鲜活。

“怎么不见打碗碗花呢？”三哥好像在寻找
一位朋友。是啊，打碗碗花可不能少。那是一
种藤蔓植物，有着浅红、淡粉、白里透红的花朵
儿，它们贴着地面匍匐前进，或缠绕着植株向上
爬行。我一直迷恋它们优雅的舞步、曼妙的身
材、娇艳的花朵，但却想不出赞美的句子，直至读
了唐人李贺的“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
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的诗
句，才还了一个藏在梦里的夙愿。父亲喜欢那些
花，是因为它是兔子、猪崽的青饲料。不是他不
懂浪漫，而是他太能感受到生活的沉重。我跑过
小渠，铲回一棵打碗碗花，小心翼翼地植在了父
亲的坟头。还在空出的地方，撒上了四下里采摘
的草籽儿。

哥说：“草儿、花儿全了，父亲今年暑天就不
会再热了。”

我说：“父亲还可以坐在荫凉处，看他的麦
苗儿、玉米棒儿、牛儿、马儿哩。”

那一年，父亲的坟茔果然鲜花盛开、绿意盈
盈。其实，对于热，对于暑天，作为庄稼人的父
亲，心里从来就没个“怕”字。苗儿除草浇水、庄
稼收割碾打、土地平整耙磨，哪一样能离开烈日
下的劳作，哪一样又能躲在凉房底下品茗呢？
父亲就在离开的前一天上午，还用架子车给田
里拉了三车粪，可谁能想到这个年逾八旬的老
人，第二天早上却无疾而终。

父亲老了。虽然他一句也没喊过热，但他
苍老的身躯，毕竟犹如过了芒种的麦子，行如枯
槁。有年暑天，我看见父亲眼睛红红的，就买回
了一台电风扇，让他热的时候吹吹凉风。可有
一天大哥却找到我说，父亲将电扇收起来了，他
怕浪费电！是的，父亲辛劳了一生，节俭了一
生，即使天堂里空调可转、冰箱制冷、彩电能开，
那又如何，老人舍得开启吗？他也许真的更适
合自己的纳凉方式。

看见草儿、花儿们已经根深了，长大了，我
心里很是安慰。饥饿时，它们曾营养过我的肌
肤；贫困时，曾为我换回过学费；困惑时，曾放飞
过我的想象。现在，它们与我的父亲为伴，为我
的父亲遮阳挡雨。我感谢这些草儿、花儿们呢。

夜幕垂临，潮湿的地气，慢慢浓酽起
来。我沉沉地磕下一个头，为父亲，也为草
儿、花儿们。

(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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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娘子军”
祝莉 郑启刚

每当看到座座城市、矿山建设中那一个个
火热的建筑工地，我便常联想到那一群群、一
队队长年奔波在外、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四海
为家处处留下拓荒足迹的建筑工人，尤其是这
个群体中的工地“娘子军”，在一年四季中谱写
的“虽是女儿身，却是男人命”一首首劳动乐
章，令我时常心生感慨，握笔手中，为其诉说，
为其讴歌……

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建筑工人则更是春来早，
因为天气转暖，逐渐昼长夜短，是能干活的好
时节，所以不论是塔吊指挥、司索工、砌墙、抹
灰、绑筋，还是木工支模等各类活计你总会看
到那些身穿各色紧身毛线衣，长裤腿挤于袜
中，头发紧束的工地“娘子军”，她们个个如杨
门女将那样巾帼不让须眉，筛砂子、上砖、挖
勺、绣花走线般的绑扎钢筋，组成了建筑工地
上一道春天的靓丽风景线。

夏，在炎热的夏季里，建筑女工们每天早早
起床，穿着厚的色彩单调的工作服进入工地，全
天候头顶着烈日跟随男士们爬高上低，下班后
拖着疲乏之躯回家做饭，对那挂于衣柜内一件
件漂亮美丽裙子只能留恋地瞄上几眼，却没有
精力再去逛大街、吃夜宵，若能在卧室内穿上睡
裙小憩入睡，便是一天中最大的满足了。

秋，进入秋天的建筑女工，忙碌劳累的节
拍更为紧凑，她们总是紧跟男工们肩扛手抬
下好料的钢筋，支模倒料不含糊，因为在这个
时节不赶抢进度，年底冬季上冻土后，任务就
很难完成了。因而在瓦工砌墙的高架上，有
女工上砖的身影；在抹灰工的灰槽边，有女工
添灰加浆的英姿；钢筋绑勾更是女工们发挥
优势的阵地，这里有永远弹唱不完的用劳动
谱成的乐章。

冬，当凛冽的寒风刮过之后，建筑工地便
受到寒冬的威胁，可建筑女工却没有众多姐
妹那么骄气。这时的“娘子军”们带着战天斗
地的豪情，穿梭于工地，和拓荒汉们一起发出
征服大自然的笑声，用锨儿、勺儿、勾儿依然
忙忙碌碌地工作着。时而有调皮的青工喊着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调侃，引出欢乐的笑
声，伴着串串笑声，工人们干得更欢畅了。

一年四季下来，拓荒汉们就对工地上的“娘
子军”们有了几分崇拜、几分不舍了，这些普
通、平凡、朴实但却极具吃苦奉献精神的女人

们，虽愧对丈夫孩子，却把人生最宝
贵的年华笑洒在了一座座城市、矿山
的建筑工地上，留下了她们人生永远
难以忘记的奋斗足迹……

（陕煤建设澄合公司）

由于去冬无雪，今年的春旱尤为严
重。没出正月，田间地头就到处都是春灌
的忙碌身影。每日早出晚归，田间地头匆
匆而过，对周围的美景也无暇驻足观赏。
一日值班，闲着没事，走出办公楼，顺着快
干涸的白水河边逆流而上，散步消闲。通
勤车已走，下班的车流和人流高峰已过，矿
区周边呈现出难得的宁静和安详。忽然大
棚地边一片缀满花骨朵的迎春花吸引了我
的眼球，它是那么诱人、那么美。我停下脚
步细细观赏，发现路边的迎春花都盛开了，
纤枝婆娑，点点金黄，美丽的花朵竞相开
放。春日暖阳与黄色的花瓣交相辉映，争
奇斗艳地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这黄色的迎春花开得真是漂亮。欣赏
之余，感叹如此美景以往竟然没有发现。我
把视野放远、放高，远处是高高耸立的已经
停用的选煤楼，近处是这两年新建的设施农
业和大棚，眼前是埝边遍地盛开的迎春花，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将矿区装点得如此
美丽动人，好一幅千娇百媚、美轮美奂的春

景图。原来矿区的春天竟然这般美好。
迎春花又名金梅、金腰带、小黄花，系木

犀科落叶灌木，因其在百花之中开花最早，
花一开即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而得名，它
与梅花、水仙和山茶花统称为“雪中四友”，
是我国名贵花卉之一。迎春花不仅花色端
庄秀丽，气质非凡，而且具有不畏寒威，不
择风土，适应性强的特点，历来为人们所
喜爱。当那冷酷无情的寒风还在呼呼地吹
着，其他花草树木还在静静沉睡时，迎春
花却最先开满了花穗。一簇簇淡黄的小花
给满目荒凉的大地涂抹了一点儿淡雅的颜
色，不得不叫人另眼相看。特别是它那股

嫩香，浸漫在空气中，使大家强烈地感受到
春天就围绕在身边。

我爱迎春花，爱它的性格。迎春花虽
没有那些高贵的花亮丽，但它唤醒了春天，
叫醒了正在沉睡的大地，给人间带来了温
暖。它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高楼晓见一花
开，便觉春光四面来。暖日晴云知次第，东
风不用更相催。”

都说草木知春，这话一点不假。我摸摸
被阳光晒得微热的面颊，恍然大悟，是这温暖
的阳光唤醒了迎春花，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啊！这些扎根大地的生命都继承了大地的基
因，多实在，多本分。她似有还无的芳香是要

用心去体会的。凑近去嗅，没有；转身离去，
她又散发出一股幽香。迎春花的“嫩香”虽
没有梅花“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样的诗情画
意，但却是贴着地气，追着太阳来的。想必
是梅花太雅致，太过高洁的缘故，倒是迎春
花更适合矿区的风土人情。矿工升井后，洗
去高强度劳作的疲倦，换上干净的衣服，行
走在铺满阳光的大道上，他们便拥有阳光般
的心情和红红火火过日子的希望，这乡间小
调一样的迎春花开得岂不是适逢其时？

而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为之挥洒青春和
汗水的矿工朋友们，在矿井按照去产能的
要求关闭后，他们又积极转型从事生态农
业种植，创造了新的生活。虽然他们还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或挫折，但他们依然
坚强地前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又何尝不
是老矿井转型发展的迎春花呢？

我爱迎春花，更爱生活中像迎春花一样
勤勤恳恳、默默无闻
工作的人们。

(蒲白矿业公司)

心香一瓣

春柳鸟鸣，未觉伊始却是三月。
天气开始变得暖和，小区广场上锻炼

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在这个小区，一年四季，只要是阳光

明媚的日子，在广场上总能看见这样一对
老人——一部轮椅，还有一个木头小马
扎。他们总是喜欢彼此交替地坐轮椅，然
后换由另一个人推着对方在广场上慢慢
地踱着小步。阳光最好的时候，他们就并
排坐着，一个坐在轮椅上，另一个偎着小
马扎靠在旁边，一起晒太阳，微微地眯着
眼睛，喃喃的、轻轻地在聊着些什么，很是
温暖。

这对恩爱的老人就是我楼下的朱奶
奶和她的老伴儿。

三年前，我搬到现在的住处，不知道
住在对面的邻居是谁，到现在也还不熟
悉。但却和楼下住的朱奶奶很熟。

偶尔周末回来，朱奶奶很喜欢到我
这里来，总是欢喜地给我讲她最近的好
多事情。她说她喜欢聊天，希望我不要
介意她总来。

这个周末，因为我要搬家，就去和
朱奶奶告别。她说从儿子那里回来一
段时间了，只是好久没有见到我，询问
我是否工作很忙，最后还给我带了路上
吃的水果。

我很喜欢这位老奶奶，记得去年一次
她来我家，看到我房间墙角堆摆的画，惊
讶地问我：“原来你是个画家？”我惭愧地
看了一眼那些蹩脚的习作，赶紧回了句：

“朱奶奶，不是的，我才开始学。”
朱奶奶是河南人，身材很瘦，却有着

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有一次她和我聊
她的孩子们，还提到了她的父亲，让我印
象特别深刻。

朱奶奶今年八十五岁了，到现在都
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模样，只知道父亲的
名字。她说母亲刚怀上她那年，父亲就
被带走“改造”，从此失去联系。而朱奶
奶家里也没有留下父亲完整的照片，一
张也没有。

长大后，母亲和叔伯们说她长得很像
父亲，靠着母亲的简单描述，她内心里一
次次地琢磨和刻画着自己父亲的模样。
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母亲一直在打听父
亲的消息，从未放弃，可惜直到她母亲去
世，也没有等到父亲回来。

她和我讲年轻时自己一个人去寻找
父亲的经历。仅仅抓着父亲名字这唯一
一条线索，辗转很多个城市，吃了好多
苦。一次次地抱着希望去找，一次次地希
望落空，到最后依然没有打听出父亲的任
何消息。

“河南闹了灾荒，家里很多亲戚都搬
走了，我还留在父母结婚时的小屋，也许

父亲指不定哪天就回来了，我得等。又
过了好几个年头，我结婚了，孩子们一个
个出生，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时间自己
亲自去找了。最后我们一家也搬走了。”
说到这里时，她先是整了一下自己的衣
角，然后斜依在沙发里，一双老手搓了一
遍满是褶皱的脸颊笑着对我说：“孩子，
我读过书，搬走后参加了工作，我还登报
继续找我的父亲，可还是没有消息。”停
顿了几秒，朱奶奶接着说：“我是个可怜
的人，我始终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
没有兄弟姐妹。楼下你这个爷爷是个好
人，对我很好，现在孙子们也都长大了，
都对我好。我过得很满足，我只是遗憾
我从未能见过我的父亲，不清楚有个父亲
是什么感受，我总是无法再知道他真正的
模样了……或许他早就不在了，所以我总
寻不到。”

我真看不出一天乐观向上的朱奶奶
原来还有这样的经历，心里同她一样感
慨。因为朱奶奶的讲话带有口音，我一直
在很认真地听她讲。我很心疼她的经历，
一直安静地陪坐在她身边。后来她拉着
我的手，还客气地说占用了我很长时间。
忽然，她看了一眼时间，就直接起身说要

走，说是不能误了天气预报。我记得她以
前和我说过，家里除了小女儿，其他的几
个孩子都在外地，每天的天气预报是必须
要看的。每次朱奶奶都执意不让我送，自
己扶着扶手下了楼，我悄悄跟在后面，直
到听见一楼的关门声才了回屋。

回到屋里，我坐在朱奶奶刚刚坐过的
位置，回想她传奇的寻父经历和这半生的
故事，让我既同情却又充满敬意。我回想
着她的话语，脑海里呈现出她在半个世纪
前一个人寻父的单薄身影。当然，让我更
难忘的是朱奶奶现在的眼神，从她的眼里
我能看到她年轻时的勇敢，也能看到她此
番褪尽铅华的知足和美满，如今的她可是
儿孙满堂，“家和尽享天伦乐”，我心里也
跟着高兴。

我记得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上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
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是啊，没有神的光环，我们都生而平
凡。我很感恩，我的生活里总是不乏出现
这样勇敢的人们，他们总是教会我很多。

“河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其
实，每个年龄段都有漩涡和波浪，也都有
鲜花和掌声，有时候很宁静，有时候也很
艰难。但岁月的神奇之处就是，在经历了
那么多漩涡和波浪后，我们依然选择善
良，依然选择勇敢。

（运销集团）

楼下邻居朱奶奶
于文波于文波

小桔灯

安全是你给我最好的爱
艾小莉艾小莉

亲爱的老公：
你好！
提起笔来，思绪万千。心里有千

言万语想对你说，临下笔了，却又不知
从何说起。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我
们已经结婚十三年了，从二十多岁的
风华正茂到如今人到中年的相互扶
持，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善良大度，能够
包容我时不时的坏脾气；谢谢你一如
既往的用心呵护，感到疲惫无助的时
候，让我可以在你身边享受到满满安
全感；谢谢你为这个家每天认真工作，
时刻将安全牢记于心，落实到行动中，
让平安幸福常驻我们的家。老公，谢
谢你，安全是你给我最好的爱。

每当夕阳西下灯火阑珊时，我就
望向窗外美丽的矿区，静静遐思，默默
欢喜。母亲常说“平安是福”，在我小
的时候每天念叨给父亲听，让他在工
作中时刻注意安全，一刻也不能马
虎。无论父亲每天多晚回来，母亲总
会做好饭菜，守着那盏明灯默默地等
他。作为一名矿工的妻子，母亲执着
的等待和安全的期盼成为了我儿时最
深刻的记忆。当我从一名矿工的女儿
也变身为矿工的妻子那一刻开始，你
的安全也成为我最大的心愿。

很自豪，我是一名矿工的妻子，嫁
给你，我从不后悔。你用行动践行了

安全的承诺，带领着矿工兄弟们认真
工作，用科技手段保障矿井的安全生
产，悉心守护着我和家人。因为你知
道，安全对于工友和家人，不仅是内心
最迫切的期盼，更是头顶最晴朗的天
空。安全是一，幸福、健康、快乐、财富、
地位……就是一后面无数的零，只有安
全常在，这美好的一切才更有价值。

还记得上次咱们矿上要组织矿嫂
们开展井下探亲活动，我第一个报了
名。那晚我专门问你第二天八点班要
在哪个区域工作，就是想给你一个小
小的“惊喜”。当我和十几位矿嫂一起
认真地学完安全规程和注意事项，全
副武装，带上矿灯自救器等安全设施，
一路坐人车、搭猴车，后来又在幽深的
巷道里步行了近一个多小时，才终于
来到了矿井采掘工作面。我们一路跋
涉，倍感疲累，脸上横七竖八抹的都是
煤灰印，但大家眼神里的那份牵挂和
思念无论是谁看到都会无比动容。在
这个黑色的世界里，只有巷壁上的灯
光和每个人头顶的矿灯散发着点点柔
光，轰鸣的综掘机准确快速地截割着
巷道断面，呼呼的风声夹杂着寒气不
断从脸庞吹过，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期
待仔细地寻找，寻找那个最熟悉的身
影。当班长把我带到你身边，你还在
忙，我极力忍着泪水，轻轻喊着你的名

字，你这才放下手头的活儿来到我的
面前，满脸惊讶转瞬又是欣喜，你沉着
脸埋怨我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可我
知道你并非是真生我的气，你只是心
疼我受你受过的苦和累。拉着你粗糙
有力的手，为你擦擦汗，轻轻拥抱着
你，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声“老公，你辛
苦了！”原来只知道矿工辛苦，可当我
真正感同身受后，我才更明白，这些年
你为咱们的矿山和家庭付出了多少汗
水与辛劳，自那一刻起，我觉得我们的
心比任何时候都近。

亲爱的老公，在矿山这片黑色热
土上，你和许许多多的矿工兄弟怀着
同样的信念，为了企业的发展和家庭
的幸福辛勤工作，无悔付出，千尺井下
幽长的巷道里，你们挥洒汗水，奉献青
春，为祖国的能源事业贡献着聪明才
智和美好年华，你们就是当之无愧的

“光明使者”，用心守护着矿井的安全
生产和矿工兄弟们的生命安全，你始
终如一地呵护着我和家人的幸福，你
就是我最大的骄傲！我愿做矿山最忠
实的守望者，将你给予我的爱传递给
更多的人。

艾小莉
（铜川矿业下石节矿）

安全家书

三月，我们沿着赏春的人海
一路巡礼，一路感受着纷纭的繁华
不在乎路上的波推潮涌，脚步杂沓
只想贴近倾听一朵樱花

一朵怒放的樱花里
究竟藏着怎样的感情
才能把匆匆时光
收进那过眼烟云似的云霞

三月的樱花
用短暂的精致和妩媚
换取一寸韶光的青睐
即使不日便和着风雨飘落而下

青春，犹如三月之樱稍纵即逝
唯有在最可把握的韶华里
奋笔疾书
作出一轴最浓烈无悔的画

（陕煤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樱之约
张益强张益强

岁月留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