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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火场一片静寂
树木燃烧过后的焦味
让人喘不过气
想起30个牺牲的生命
我的心在颤栗
这个春天
不仅仅是鸟语花香
牺牲的英雄
是这个春天
最鲜红的主题

太阳升起来了
30个英烈是30棵大树
在烧焦的土地上
高高地矗立
每一个枝条
都是挥动的手臂
每一片叶子
都是赤色的战旗

30个灵魂
在烈火中升起
让大火过后的高山
别样的崇高
让燃烧过后的森林
巍然屹立
云彩停下了脚步
鸟儿收起了羽翼
大山一片静谧
都为30个英烈默哀
为牺牲的生命敬礼
和平时期也有赴汤蹈火啊
与大火搏斗的壮烈
使这个春天有了
不同寻常的主题

30个血性男儿
30个成熟和稚气
30个长相不一的面庞
30个口音和家乡的印记

30个表情和微笑
30个男人的刚强和坚毅
30个父母的儿子
30个牵挂和惦记
一场森林大火
让30个生命
成为烈火中的雕像
成为比森林还要森林的
30棵绿色
成为比永恒还要永恒的
30个壮丽

正是人间四月天
凋谢的花儿
已把灿烂镌刻进
岁月深深的记忆
30个英烈的生命
是30棵大树
把自己燃烧成灰烬
成为大凉山的一把泥土

融进祖国生生不息的血脉里
再长成新的森林
为共和国增加一片
带血的绿意
30个英烈的生命
是30个枝条
伸展在天空
伸展成大凉山葱郁的风景
让安宁重回
让鸟儿栖息
30个英烈的生命
是30片叶子
在风中飘扬
飘扬成男人的爽朗
响彻在祖国的
天空和大地

今晨下了一场小雨
空气格外清新

我又一次在想
想起大凉山想起木里
想起燃烧过后的火场
想起30个牺牲的英烈
那定格在这个春天的表情
我的心在颤栗
我好想好想
把他们每个人
紧紧地拥抱一下
让我的泪滴表达我的敬意
这四月的细雨啊
你就痛痛快快地下吧
淋湿我和我的诗句
我想把这春天的湿润
献给在烈火中永生的
30位热血男儿
因为，他们是这个春天
最壮美的主题

(陕煤机关 )

英雄英雄，，是这个春天的主题是这个春天的主题
李永刚李永刚

——悼念大凉山木里森林大火中牺牲的英烈

五月的美景惹人迷恋

但我选择在纸端素描

借纤柔的笔尖

勾画出平凡的轮廓

素描劳动者的脸庞

用粗糙而又坚实的臂膀

将沾满汗水的荣耀刻画

五月的呢喃悦耳动听

但我选择为你而歌

以挥舞的臂膀为词

化汗水的滴落伴奏

喊起劳动号子的旋律

用铿锵有力的声音

唱出劳动者的艰辛与荣耀

五月的馨香充满诗韵

但我选择为你写诗

在每一诗行

写出你心中的使命

道出你创造的传奇

来赞美劳动者躬耕的伟业

五月，向劳动者致敬

因为在广阔无垠的祖国大地

是你将精神传承

是你把杰作呈现于人世

是你创造了不朽的丰碑

一代又一代 生生不息

（陕煤集团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五月，向劳动者致敬
王征峰王征峰

亲爱的老公：
还记得第一次给你写信，那

是我们刚订下婚约不久。那时
感性的我，用手机文字洋洋洒洒
表达了我对我们婚姻美好的向
往和憧憬。

我常常在想，世界那么大，
人那么多，两个人需要有多大的
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
呢，我觉得是爱情。爱情真是一
个神奇的东西，使我们从素不相
识成为了相知、相爱的一家人，
使我们可以共同谱写未来的美
好生活。

说实话，我之前会羡慕我身
边朋友的婚姻生活，有时候觉得
他们真的好幸福。我们结婚快两
年了，你由于工作原因，我们总是
聚少离多，一起相处的时间真的
很少。每一次，我对你说，我真的
好羡慕他们的生活。你总会生气
地说：“别人的老公都是好的!”我

总是久久不能释怀，总是要和你争吵两句。
虽然我们相聚的日子很短暂，但是我知道你是

一直把我放在心里。前段时间的那次急性手术，
让我真正意识到了我们就是彼此的彼此。你听说
我手术，飞驰而归；我做完手术，躺在床上等你回
来，直到你站在我身边，我才能安稳地睡去。那时
我就在想，我不会再羡慕别人的生活，我更应该经
营好自己的幸福。

亲爱的老公，你知道吗？结婚以来，我最怕也最
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下井了。”对于你工作性质
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每
一次，都要等来一句：“上来了，我先去洗澡。”我才能
心安。所以我和你约定，你每次上班，都要给我两个
消息，一个是安全下去，另一个是安全上来。

后来，你工作开始发生改变，从一线转向安全
管理。我知道你的责任大了，从只要管好自己的
安全到要管好别人的安全。我也逐渐养成关注煤
矿安全方面新闻的习惯，每每看到哪里发生安全事
故，我总是要给你打个电话才能安心。我时常在想：
那一串串冰冷数字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支离破
碎！我也逐渐理解了你，我也知道了你肩上的责任
重大，你们单位近年来安全无事故，是你们所有安全
管理者用汗水浇筑的结果。

但是亲爱的 老 公 ，我 还 是 要 多 说 两 句 ：希
望 你 和 你的矿工兄弟们在工作中一定要把“安
全 就 是 天 ”的 思 想 贯 穿 始 终 ，因 为 你 始 终 将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挂在嘴
边。同时我也希望你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
也 要 多 注 意 身 体 ，有 空 多 休 息 ，多 喝 水 ，按 时
吃 饭 ，少 抽 烟 ，少 喝 酒 ，下 班 按 时 睡 觉 …… 因
为，你只有能守护好一个小家，才能更 好 地 守
护“大家”。

你的妻
（陕北矿业涌鑫矿业公司） 安全家书

你
是
我
的
一
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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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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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沙漠一家子 刘晓宁 摄 （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专业对
口的工作，直到 2017年底进入红柳林
矿业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
日复一日地奋战在百米地层深处，在
这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会下井，因为
这跟我学的专业完全不搭边。

我的工友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
是 80 后，都是年轻的血液，每个人对
未来都充满了憧憬。或许是为了家庭、
或许是为了孩子、也或许是为了自己，
大家都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怨
无悔，在红柳林这片沃土上洒下滴滴汗
水。每当班长发出收工命令后大家脸
上除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之余都迫不
及待地想尽早升井，呼吸新鲜的空
气。我们班组里有一个还未结婚的

“小屁孩”，有一次大伙儿升井后在澡
堂里洗澡，我问他为什么来煤矿工作，
他傻呆傻呆地回答道：“为了挣钱取媳

妇……”话语刚落，引得大家伙儿哈
哈大笑，多么简单又质朴的梦想。

是的，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地
方，为了心中那个梦想。有些人挣钱
想让父母的身体好一点，有些人想让
妻子生活质量好一点，而有些人想
让自己的孩子能上个好一点的学
校，也许有人会说这算什么梦想呢，
我想说只要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都可称之为梦想，虽然我们煤矿
工人工作环境差一点，生活条件苦
点，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我们
前进的绊脚石。

在 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
席曾提到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都
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是习
近平主席对勇敢踏上寻梦征程的亿
万同胞的共同寄语，是一起拼搏、一
起奋斗的时代感召。

是的，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走
在奔赴远方的路上，远方是一个目
标，一个梦想。不论远方给了我们怎
样的遐想，却在负重前行的路上让我
们不失信心和动力。

都说下井是高危行业，安全第一、
平安归来是父母对儿子最沉的叮咛、
是妻子对丈夫最深的牵挂、是孩子对
父亲深情的祝福。当工作累了、乏
了，想一想，是什么支撑着我们——
一个小小的梦想。当我们干完今天
的活，完成了今天的任务，那种喜悦
的心情是无法比拟的。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
让我们都成为梦想的筑造者。哪怕
这个梦想是多么简单，多么质朴。

（红柳林矿业公司）

我们都是追梦人
张波张波

心香一瓣

桃花深处的母亲桃花深处的母亲
张桂英张桂英

给母亲打电话，她说桃花开了，今年的
桃花开得分外茂盛，漫山遍野的粉红，只是
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伤了桃花，但依然红
得耀眼。她说，前段时间小侄女“五一”放假
回家陪她，折回来一枝插在瓶里，还在书桌
上静静地开着，很美。末了问我最近很忙
吗？我知道母亲是想起了我曾经的承诺：待
到桃花红时去看她。

我只能告诉母亲，最近忙，行期要延缓
到暑假。母亲低声应道：“看来今年你是又
看不到桃花了。”突然之间心就被这句话刺
痛了。我知道母亲很忙，忙着到地里锄麦子
和油菜苗，还要给豆子地松土除草，家里还
有一群鸡和猪等着她喂食，她整天在家里忙
得团团转，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地随便应
付，可就是因为我随意的一句话，母亲便满
心期待不停去关注山上桃花的花期。因为
今年春天气候反反复复，而且多雨雪，之前
母亲每次都说下雪了，花期怕是比往年来
得晚。她还说眼睛不太好了，远看桃花都
费力，要走到跟前去，点点滴滴都是思念和
心酸。母亲每次电话里总说不要想家，安
心工作，照顾好自己，虽然说得风轻云淡，
其实满心都是惦念和牵挂，而我一句“桃花
开了去看您”就让母亲在遥远的小山村翘
首期盼着桃花的花期和女儿的归期。

仔细想想，自己最亏欠的人原来是母
亲，粗心大意的我以为母亲依然年轻，依然
无所不能。在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在我

们想家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得到想要的
安慰和力量。可是平时因为只顾忙工作和
经营自己的小家，竟然忽视了父母的存在。
我们难以顾及母亲的喜怒哀乐，她病了不会
和我们说，怕我们担心；她受委屈了，也不会
告诉我们，怕我们伤心。她像只不知疲倦的
鸟妈妈，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孩子觅食垒窝。
她又养鸡又养猪，又种油菜又种麦，不辞劳
苦，累弯了腰，累花了眼，只是为了让在外
奔波的孩子们每年都能吃上天然的绿色
食品，期间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
去的辛苦，她从不会给我们说。每当在县
城里上学的孙女和陪读的儿媳离开以后，
她就和父亲两个人守着偌大的房子，在田
间地头、在老屋的房前屋后忙活。菜园子
里各种时令蔬菜也要靠她的双手去侍弄，
小鸡、小狗、小猪成了母亲最忠实的陪伴
者，与她朝夕相处，陪她走过春夏秋冬，见
证她的喜怒哀乐。而我们这些被母亲引以
为傲的孩子，在千里之外仅仅是靠电话来
获得她安好的讯息。仔细想想这些年陪母
亲的时日，屈指可数，连我自己都无法原谅

自己，母亲却从不言语，她只是在简单的农
事中忙到忘了自己，忘了吃饭，却不忘女儿
小小的喜好。

小时候总是盼着赶快长大，不喜欢父母
的唠叨，不喜欢父母在身边约束我们的言
行，可是当我们逐渐长大，成为人妻、人母
后，才发现与父母相处的日子是这个世界
上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在父母身
边可以发脾气、可以随心所欲。离开了父
母，我们便要自己承受一切，学会坚强，学
会自己遮风挡雨，学会碰壁受挫后自己默
默疗伤。父母教给我们的就是守护一颗初
心，学会感恩，与人为善；先做好人、再做好
事；先爱别人，再爱自己。

记得有一次儿子惹我生气，我说：“生个臭
小子真没用。”他很认真地说：“不要后悔你生
了个儿子，当你老了就知道我这个儿子是个
宝。看我爷爷，生病这么多年不是你和爸爸照
顾嘛，姑姑一年能看几回？像姥姥、姥爷，你一
年能看一次吗？他们生病你在哪里？生个儿
子你就偷着乐吧！生个姑娘，需要的时候在
千里之外……”他即兴唱起了他偶像的《千

里之外》逗我开心。儿子一番话，让我陷入
了深思，也让我感到自己的失职和不足。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父母
的养育之恩，我们倾尽全力也无法报答千
万分之一。带她出去吃饭，她不愿我们多
花一分钱，叮咛要吃得简单、不要浪费；给
她买的衣服，她舍不得穿，嗔怪我们不知
道节俭，一件件整整齐齐地存放着。不知
不觉中，那个总是忙得停不下来的母亲慢
慢变老了。以前她总是说，好好工作，照
顾好孩子和他爷爷，不要担心我们，把自
己吃胖点；偶尔，她又会说：“请个假回来
吧，什么时候能忙到头？”母亲纠结的心思
溢于言表。她心里从来就没有自己，只有
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有时候真的很后
悔，为什么要远嫁，嫁人就应该找个离母
亲近的地方嫁了。

“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尽管一个
人的路走得很辛苦，但是想到父母千里
之外的牵挂和期盼，母亲对儿女如山如
海般的深情，内心便豁然开朗。好好工
作、好好生活、好好做人也是对母亲的报
答。父母的寂寞只有用子女的爱才能化
解，所以今后不管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
兑现对母亲的承诺，不想让年迈的父母
总是在无尽的等待和“月明闻杜宇，南北总
关心”的惦念中寂寞地老去，我欠母亲的岂
止是一个桃花之约啊。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人员分流以后，矿
区上班的人少了。原
来热闹喧嚣的企业，突
然静了下来。为了美
化 环 境 ，新 上 任 的 领
导，给每个办公室都买
了两盆绿萝。

刚买回来的绿萝生
机盎然，像一个垂髫小
儿，每一片叶子都是那
么纯净、明亮，饱满的叶
子仿佛能掐出水来，我
满心欢喜地把它放到
窗台上阳光最灿烂的地
方。对养花一向兴趣不
大的我，对这两盆绿萝
却有了说不出的爱。那叶子挨挤着，几乎
把整个花盆都覆盖了。每片叶都鲜绿、
嫩洁，像刚化了妆的少女。绿萝是喜水
的植物，每过两三天我都会给它浇些
水。在浇水时，我不是直接将水灌入盆
中，而是先缓慢将水注入，待其渗下去之
后，再均匀喷洒，等待水分渗透。绿萝也
是向阳植物，时间久了，我发现如果经常
不管，长势就会朝着太阳的一面。为了让
它长得均匀，我每过几天都会把花盆转一
个方向。经过一个夏天的悉心照料养护，
两盆花都长成了绿萝瀑布，看着让人陶醉。

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就应该去分享。
秋天到来的时候，我把一盆长得最好看的
绿萝，送给了一位新来的下属。对剩下的
一盆我进行了彻底的修剪，我把绿萝修剪
成了原先的手捧花的形状。剪下来的枝
叶，我都插进一个水瓶子里，让它慢慢发
根。第二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收集了一
些单位里废弃的花盆，把它们分别移栽
好，办公室里简直成了绿萝的海洋。我挑
选了一些长势好的送给了同事，剩下的放
在窗台自己养护。“给点阳光就灿烂”，绿
萝顽强地成长着。

有时候很忙，好多天都顾不上管它，
那枝叶就耷拉下来像是和人赌气。但给
它浇上一点水用不了一天垂下的叶子又
英姿焕发，挺拔起来，好象在炫耀自己。
我静静地看着它，虽无声却胜似有声。

后来听说，一盆绿萝在 8 至 10 平方
米的房间内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
能有效吸收空气中甲醛、苯和三氯乙烯
等有害气体，我就更喜欢它了。百度以
后才知道，绿萝不但生命力顽强，而且
在室内摆放，其净化空气的能力不亚于
常春藤和吊兰。

我觉得，人的每一天都应像这盆绿萝一
样，把自己最精神的一面展示给别人，为自己所
处环境的进步做点什么。

（蒲白矿业公司） 小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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