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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可爱的中国 范武生 徐醒民

跨越历史群峰，回望岁月沧桑，
有一条宽阔大道通向远方。
这是一条神奇的人间正道，
伸向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梦想。
穿过百年风雨，踏平坎坷泥泞 ，
带着硝烟战火，洒满时代阳光。
这就是我们的复兴之路啊，
我们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路上！

这条大路的起点在百年之前，
那时的中国乌云漫漫夜未央。
三座大山的压迫，落后挨打的创伤，
多少爱国志士在黑夜中寻找方向。
当远方传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响，
苦难的中华大地迎来世纪曙光。
五四运动举起反帝反封建主义的大旗，
上海石库门的一座小楼上，
开天辟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南湖的红船开始启航，
井冈山的杜鹃花绚丽绽放。

星星之火点燃了燎原烈焰，
长征铁流两万五千里势不可挡。

百年风雨啊，百度春秋，
一路奋斗，血与泪演绎着战火的交响。
终于，延安的火炬化作了火红的朝霞，
淮海战场的枪声化作礼炮震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七十年前的那个洪钟一般的声音，
久久地响彻在天安门广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祖国，
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一直在我的心室里跳荡。
我的爱追逐着每一个季节的脚步，
追赶着清风、白鸽和那一个个村庄，
每一程都有青春活力注入我的胸膛。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我用心聆听，
早晨是宋词的早晨，

黄昏是唐诗的黄昏，
老腔，是“将令一声震山川”的老腔！

春天，中国人民心花纷纷怒放啊，
站起来，就是兵马俑威武的形象，
倒下去，也是一枝千年不朽的胡杨。
一片宣纸，可以浓缩神州的丹青山水 ，
一只瓷瓶，可以彰显中华的国宝臻藏。
我们用茶叶招待四方宾客，
我们用和平呼唤和平，用善良牵手善良。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我们的朋友遍及四面八方。

走过七十年，
我从每一个国人的脸上，
看到宛如鲜花和阳光的笑容，
我从屋檐滴下的一颗颗水珠里，
感觉到从琴弦上飞出的音符叮当。
我从每一株拔节吐穗的麦子和稻谷里，
看到一种成熟的奉献和理想。

我从每一条坦荡的高速公路上，
新时代正在提速驰骋远方。
我从每一艘远航的舰艇上，
看到五星红旗在猎猎飘扬。
我从飞向太空“神舟”飞船上，
我看到，我们看到啊——
巍巍昆仑是祖国高昂的头颅，
青藏高原是祖国挺起的胸膛，
黄河长江是祖国奔流的血脉，
万里长城是祖国不屈的脊梁。
五星红旗是中国人民永恒的信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伟大中国矢志不移的前进方向！
我们是永远的中华儿女，
我们为伟大祖国放声歌唱。

（韩城矿业公司）

这是一颗孕育希望的种子，伴随
2004年第一声春雷，破土发芽，扎根在
古老的三秦大地，寒来暑往，雨雪风
霜，十五道年轮，见证你生命的坚韧。

这是一张波澜壮阔的画卷，从关中平
原起笔，向黄土高原延伸，北移东进，南下
西拓，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十五年笔耕不
辍，寒霜浸染，勾勒出你壮丽的容颜。

这是一艘航向未来的巨轮，沿着西
部大开发的洪流，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抢险滩，战暗礁，渡激流，十五年长
风破浪，海阔天空，留下你前行的身影。

这是一段开始于春天的旅程，告别
身后期盼的目光，在泥泞中跋涉，披荆

斩棘，风餐露宿，十五个足迹如此坚
定，如此清晰，岁月流金，授予你灿烂
的徽章。

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成长，
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精彩，
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前进，
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远方，
从此风雨兼程。
寒冬时节，你说，陕煤人，站直了，别

趴下！我们淘汰落后产能，去杂归核，治
亏创效，吹尽黄沙始到金。

机遇面前，你说，保持定力，行稳致
远，我们积蓄科技动能，精简管理层级，
创新驱动，追赶超越，不畏浮云遮望眼。

无论何时，你说，一切为了发展，一切
为了员工，我们履行国企使命，展现国企
担当，造福全体职工，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陕煤人谋幸福，为陕煤集团谋发
展，初心始终不改，使命从未忘记。

这是如此遥远模糊的十五年！
这是如此深刻清晰的十五年！
这是如此坎坷峥嵘的十五年！
这是如此走向辉煌的十五年！
今天，我轻抚你的历史，探寻你的

足迹，才知你十五年风华，多少热血汗水
铸就。

今天，纵使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也
感叹万语千言，难以道尽你五千四百
天的传说。

战略北移，浇灌的是心血和汗水。
治亏创效，记载着坚韧和拼搏。
追赶超越，蕴涵着智慧和精神。
精准扶贫，饱含着担当和品格。
智能开采、高端制造、精细煤化、现代

物流，一个主业突出、新经济特色鲜明的
现代能源企业，屹立于世界五百强之列！

十五年，陕煤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自信从容！

十五年，陕煤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意气风发！

十五年，陕煤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充满斗志！

十五年，陕煤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接近梦想！

新时代的曙光，映出陕煤人努力奔
跑的身影，我们撸起袖子，追逐梦想，脚
步从未停歇。

来了，新时代的中国，来吧，新时代
的陕煤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十五年，新起点；
十五年，新目标；
十五年，新使命；
十五年，新征程。
让我们再次出发，向着下一个辉煌

十五年，前进！
前进！向前进！
雄关漫漫，初心不改！

（黄陵矿业公司）

十五年，初心不改
张海峰

花椒成熟的季节一般是在阳历七
八月份，每到这时候遍野的花椒树上都
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椒，田野里到
处漾满了花椒麻香。三伏天一大早，趁
着凉爽，人们就出发去地里摘花椒了。
看！有单枪匹马的，有老两口一起的，
也有三五成群的，小到七八岁的小孩，
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到了地里基本上看不清花椒，借着
淡淡的天光，人们小心翼翼将钩子挂在
树枝上，将笼挂在钩上，有的将毡铺在
花椒树下就开始摘椒了。花椒树枝条
遒劲，分蘖力强，红色的花椒后面长
着刺，摘椒要用手指掐、掰、拽、捋，如果不小心就会
被刺扎到手。这动辄几百棵花椒树摘下来，退几层皮是
肯定的，时间长了手指头被刺扎得千疮百孔，像渔网一
般，肿痛得不敢碰任何东西。即便如此，人们也不忘说
着，笑着，多惬意！

太阳慢慢升起的时候，摘椒人斜着的身影逐渐变得短
小。怕晒的人，早早备好帽子。放眼望去，只见道道梁梁，
沟沟坎坎里，成熟的大红袍花椒火红艳丽，将大地装扮得
煞是好看。一阵阵微风吹来，椒香芬芳，沁人心脾。

最热不过三伏天，头戴斗笠汗透衫。摘椒正是一年中
最热的时候，汗流浃背不足以形容，湿透的衣服一直就干
不了，额头的汗珠流到眼角也不敢用手去擦，一旦用手擦
眼睛辣得就睁不开，有时候椒水溅到眼睛里，必须用水洗
或者用湿毛巾擦，就这样一直要摘到夕阳西下天渐渐黑下
来才罢手。为了省时省力，摘花椒带的凳子、钩子、梯子、毡、
水杯等随便撇在地里，直到一片地的花椒摘完才带回去。

对于摘花椒，流传着一句话：“学习不努力，长大摘花
椒。”大人常常教育孩子说：“你看摘花椒辛苦不？太阳热
不热？要站多长时间？花椒扎手不？扎了手难受不？摘
花椒的手黏不？吃东西的时候嘴麻不？那你要怎么办？
要不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不要摘花椒？”这是儿提时代最好
的教育方式了。

花椒是传统的八大调味品之一。宋代刘子翚对花椒
赞赏有加：“欣忻笑口向西风，喷出元珠颗颗同。采处倒含
秋露白，晒时娇映夕阳红。调浆美著骚经上，涂壁香凝汉
殿中。鼎餗也应知此味，莫教姜桂独成功。”花椒也是良
药。相传大禹治水时，有一位跟随大禹的老郎中，带着一
个花颜月貌的小孙女，取名花椒，聪明过人的花椒整天跟
着爷爷四处奔波，给治水的民工和当地百姓治病。大禹疏
通了三峡，正要转移到别的地方时，这里却闹起了眼病。
花椒心地善良，不忍心离开，后来当地得眼病人太多，花椒
一人又忙不过来，于是就发动大家寻找一种开白花、结小
籽、味麻性烈的药物来治疗，结果疗效十分显著，治一个好
一个。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便把这无名的小红籽儿称
为“花椒”。花椒的功能还不止这些，早在《诗经》中就有记
载，古人认为花椒的香气可辟邪，有些朝代的宫廷，用花椒
渗入涂料以糊墙壁，这种房子就被称为“椒房”，是给宫女
们住的，后来就以椒房比喻宫女后妃。《曹操文集》《红楼
梦》《阿房宫赋》等都有诗句可佐证。花椒的寓意也是美好
的，《诗经·唐风》“椒聊之实，藩衍盈升”。班固《西都赋》

“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意思是皇帝的妻妾用花
椒泥涂墙壁，谓之椒房，希望皇子们能像花椒树一样结果
累累开枝散叶繁衍生息，由此可见花椒的确是个好东西。

花椒不仅适应环境的能力强，而且非常耐旱，一般都
种植在不好浇水的贫瘠地里。每当春天的花儿以不同的
姿色争春时，花椒只是悄然绽放，不争春不争俏，只献芬芳
在世间。

摘花椒是苦活，没有摘过是体验不来的。虽然苦，但
是人们还是一年年继续着，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就像人生
总有磕磕绊绊，不能因为磕绊就放弃，只要坚持下去生活
终究是美好的。 （实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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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黎坪应
该有五六次了，黎坪的山水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照了不少照片，
有夏天的，也有秋天的，每一个季节
都有不同的景色，每一处景色都如
诗如画，让人难以忘怀。

从南郑县向南五六公里，就进
入了群山之中，这些山叫秦巴山
脉。车子在山里上下转折，这山路
坡度高、转弯急，有时候是转弯带爬
坡，坡度有时很大，一般动力不行的
车是爬不了这样的山路。山里不时
有几户人家，大的平坦一点的地方
就会有十几户人家，就是一个自然
村。养十几只鸡，养七八只羊，再养
四五头牛，或者再养一二头猪，这就
是山里人家的生活。车子在山里行

驶一小时之后，就到达山顶的服务
区，所谓服务区，主要是有一个卫生
间，还有一个可以停十几辆车的小
平台，这里经常有二三个摊位，卖一
些蘑菇、木耳等山货，大多数车都要
在这里停留一下，然后去唱个歌（上
厕所）轻松一下，再看看摊位上的
货，去的客人一般不会买，因为到了
元坝镇，那里的山货要比这里便宜，
只有回程的客人才有可能买一点，
因为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

过了这个小服务区不久就要下
山了，下山的路好走，但是坡长弯
大，司机要有七八年的驾驶经验才
行。下了大坡就到了元坝镇，因为
黎坪景区出名之后，元坝镇就改名
为黎坪镇了。元坝是个古镇，明代

至清代，因为没有公路，川陕商旅都
要经过元坝，当时是个繁荣昌盛的
小镇。1938年，著名爱国志士安汉看
中了这块地势平坦、进出便利的宝
地，于是奔走呼号，倡议发起了轰轰
烈烈的黎坪垦殖运动。垦区所辖面
积 53万亩左右，在清代分别属于褒
城、宁羌州、南郑县。民国 30 年
（1941年）前为宁强的靖安乡，国民党
重庆政府在黎坪建立垦区后划归该
垦区，1944 年撤销垦区，复归宁强
县。现在景区内存有安汉故居，有几
间房子处于山下，环境优美，风景独
特，是个清雅幽静的地方。

从黎坪镇向南一公里就到达了
黎坪景区大门口，黎坪景区是以森
林景观、地貌景观、水体景观及现代

人文景观为主体，以页岩、灰岩、板
岩为主要结构，集山景、林景、石景、
水景、气候景观和田园景观为一体
的山岳型森林公园。共划分为黎
坪、石马山、黄杨河、冷坝四大景区。

在景区大门口要换乘景区观光
车，然后一站一停，首先看到的是剑
峡，西流河被夹在石缝里，水流湍
急，河流像一柄利剑一样，故名剑
峡。在往前走还有鹿跳峡，又名“一
步峡”，宽敞处开阔明朗，狭窄处似
一步可越。传说一只母鹿为救起掉
入水中的小鹿，自己却葬身激流。
对岸山崖形似鹿头、鹿角，就是守望
母亲的小鹿化成。再往前还有玉女
峰、枫林瀑布等景点。

黎坪著名的景点有天书崖、红

尘峡等。天书崖一面山分左右，层
层叠叠，显得有些墨迹斑斑，好像一
本天书，故名天书崖；红尘峡也有一
段传说，据说古华阳国时，有名叫樊
志张的南郑籍朝廷命官，曾横刀立
马作战疆场，功勋卓著，年迈回朝却
不愿要高官厚禄，回乡隐居于此，号

“红尘居士”，百姓便将他所住之处称
为“红尘峡”。峡谷水流时急时缓，急
成湍流，下面或有深潭，缓则地势平
坦。中华龙山整个山体岩石呈红褐
色，山势纵横，表面均匀布满酷似龙
鳞的花纹，亿万年前的海洋生物化石
随处可见，这里的奇特地质现象是国
内外从未见过的。游客看到“中华龙
山”景区后，无不叹为观止，无不感到
震撼。从中华龙山返程的第一站是

“海底石城”，大约在5亿多年前，这
里本是一片海洋，沧海桑田，岁月变
迁，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奇
特的喀斯特地貌。海底石城的石头
呈石柱、石笋状，形态各异，鬼斧神
工，有的形似大脑纹路，有的好似八
仙宝座，有的好似将军帅印，有的好
像国画锦绣河山。石城狭窄处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使这个景
区像一座城堡。

黎坪国家森林公园的水秀溪
美，潭水碧绿，瀑布飞扬；石头千姿
百态，妙趣横生，有的像马，有的似
龙，有的如亭亭玉立的美女；山中的
树翠绿如海，间或有各种花草和飞
鸟，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是一个绝佳
的世外桃源。 （陕煤集团机关）

张春喜

黎 坪 山 水 记

几年前，书友老徐让我看他大拇指上的老茧，厚厚的
一层蜡黄蜡黄的，言说是他写字磨的，当时我还开玩笑说：

“要是百年后如高僧圆寂火化那般，说不定还能够留下可
与法门寺珍藏的相媲美的‘舍利子’哩！”近日，书友小安到
我处闲聊，我说起老徐的指茧，他没有惊奇和诧异，说我有
些大惊小怪，说他也有，而且时间长了，手指也多少有些变
形了。我看了看，摸了摸，感动同时，着实有些心疼。

对于老茧，相信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大多生于肩膀、手
掌、脚跟，应该是劳动过的一种印记，也是下过苦的一份荣
光，大多是粗重的活计所致，而老徐和小安所干的是文雅
的事，握笔的手指有了老茧，是姿势不端还是什么？勾起
我探究的兴致。

现代媒体就是方便，在手机上百度了一下“老茧”，意
思即出现：“老茧”是胼胝的俗称，是皮肤长期受压迫和摩
擦而引起的手、足皮肤局部扁平角质增生，是皮肤对长期
机械性摩擦的一种反射性保护性反应，一般不影响健康和
劳动……噢，更清楚了，“老茧”的关键词是“长期受压迫”

“长期机械性摩擦”。
我所认识的书家也不少，为啥只有老徐和小安有“指

茧”呢？老徐是省文史馆研究员、省书协会员，被誉为“工
人书法家”。小安是省书协会员、省榜书协会副会长，矿区
书法新秀。俩人虽相差二十岁，但同习楷书，尤以欧楷为
根。而欧楷要求严格，稍有偏差谬之千里，是个慢功活，用
他俩的话说，写一幅楷书作品，要保证完整与气韵，就要一
气呵成，就要几个小时连续不休息，夜半三更，彻夜不眠那
是常有的事。我就想象老徐和小安写楷书作品的时候，身
伏案几、凝眉瞪眼、紧握笔杆、急缓相间、不时蘸墨、捻笔书
写，要保证笔笔到位，字字珠玑，每拉一笔，就像军人拉了一
下枪栓，农民挥动了一下锄头，工人轮动了一次大锤，来来
往往、反反复复、磨来擦去，压迫与反抗，最终笔杆属于胜
利者，给老徐和小安的手指上留下了“纪念品”。

古往今来，书家刻苦练字的故事真不少，像王羲之错
把墨汁当蒜泥吃，张芝临池水尽墨，智永怀素退笔成冢，钟
繇指破被里，沙孟海手破裤腿……老徐和小安“指茧”的故
事虽小，但也算是书坛苦功的一个小故事吧！

（蒲白实业公司）

张吟虎

指 茧

我家最古老的物件，就是那台
上世纪70年代产的“虎头牌”缝纫机
了。前年迁新居时，妈妈舍不得丢
下的唯一东西就是这台陪她走过了
近 40年风风雨雨的缝纫机,虽然我
们有些许不情愿，但考虑到妈妈的
感受，就应允了它在我的新家落户。

听妈妈说，70年代初期，她最大
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台缝纫机。在那
个年代，谁家有一台缝纫机，不仅仅
是一种工具的方便，更是显示日子
过得光鲜。当时一台“虎头牌”缝纫
机仅卖168元，可这对于干临时工月
工资仅28元钱的妈妈来说何尝不是
一种梦想，可妈妈对实现她的梦坚
持而自信。1977年远在内蒙乌达的
姥姥、姥爷来看妈妈，要帮妈妈补够
买缝纫机的钱，已成家的妈妈，拒绝
了姥姥、姥爷对爱女的接济。妈妈
听和她一块干临时活的人说，在砖
厂干装窑出窑的活，有时一月可以
拿到近70元的工资时，她喜出望外，

毫不犹豫地干上了男人干的重体力活。当时一个壮劳
力的月工资才 40元左右，可妈妈却凭借她超强毅力支
撑下的体力劳动所得，加上她精打细算的生活操持，硬
是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谁家日子都足以用捉襟见肘形
容的年代，给家里置办了一台现代化“奢侈品”。

自从有了这台缝纫机，妈妈的心灵手巧便有了用
武之地,一块块的布料，经过妈妈手就变成了一件件漂
亮的衣服。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衣服都是自制的,
新衣服只有过年才能穿上。小时候，还没有缝纫机高
的我，在每临近新年的几个夜晚，最喜欢的就是看妈妈
脚踩缝纫机踏板, 盼自己的新衣服最早做成,在听着缝
纫机发出哒哒哒哒的声中睡去。妈妈总是给我们姊妹
三个的衣服上精心地加上花边，在我的衣襟上镶嵌上
小鹿、小猫等小动物图案,让我们成为老院里过年时穿
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们在邻居们的夸赞声中和小伙
伴们羡慕的目光里，油然而生了一种生活的优越感和
有这样一个妈妈的自豪感。

妈妈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裁剪书里的纸花样，五
颜六色的凳子套，几个白色布粮袋拼起的床单，无
一不体现着妈妈的聪颖和创意。留在我记忆深处的
妈妈的创举就是给我做了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有一
年，为了让我的布娃娃感受到和我一样把年三十新
衣服放在枕边到初一穿上时的喜悦，我悄悄把妈妈
的新被面剪开，学妈妈给布娃娃做了一件过年的新
衣服。妈妈发现后拿着扫帚追着我打，是奶奶、爷
爷的溺爱让我在妈妈的暴怒下得以平安。可是那个
抱着布娃娃扎着小辫的小姑娘，却在一张黑白旧照
片里定格成永久的美好记忆，绽放在我幸福的童年
生活中。

妈妈人缘非常好，自从家里多了缝纫机，找妈妈
帮忙的人就更多了，那时我捣乱的方法就是大哭，妈
妈就得抱着我说：“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听话啊！”岁
月流转，祖国巨变，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缝纫机在
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哒哒哒哒的声音不再频繁
响起，妈妈已不再年轻，我也为人妻、为人母。

那日，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用一件旧款式厚衬衣
改做围裙，我静静地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妈妈花白的
头发，岁月在她身上留下和缝纫机上划痕一样的皱
纹，就在哒哒哒哒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我读懂了它的
声音，那是坚韧又欢快的乐曲，我也终于明白，妈妈
的缝纫机是有生命的，它见证了妈妈的青春、坚持和
奋斗，那是属于妈妈最温暖的记忆……

（西安重装集团）

青山绿水美如画 何建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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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化公司）

微信扫码观看展演回放

陕 煤 集
团 2019 年首
届职工文化
艺术节职工
原创诗歌诵
读展演一等
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