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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我一路小跑喘着气向村
北我家的那片坡地赶去。昨天就和父亲说
好了，今天要和他一起去地里收割油菜。
母亲当时还一个劲地阻止，说我干不了弯
腰下苦的农活了，我还拍着胸脯豪迈地立
下了军令状：就是干不了也要陪着父亲去
晒晒太阳。

今天尽管父亲起床后所有的动静都尽
量压得很轻，我还是听到了，随着一声关门
的咣当声，我克服了眼睛的打架状态一骨
碌翻身下床。没顾上洗漱，接过母亲递
过来的水壶、干粮和镰刀立即启程，心想
走快些就能赶上父亲。一路上早起觅食
的鸟儿和虫儿都已经忙碌开来，伴着清
晨的露水，繁茂的草木绿得养眼。路边
油桃树上乒乓球大小的泛着红色的桃子
就像一颗颗玛瑙安静地挂在枝头；高大
的核桃树上结满了果实，吸引了一窝喜
鹊在上面安营扎寨，筑起了巢穴……我
一心想赶上父亲，不能停下来欣赏这些
美景。不一会儿，走过了一片生长着竹
子和杂木的山林，来到了长着大片油菜
和小麦的庄稼地里。已经有早起的人

们挥舞着他们的镰刀，将多半人深的油
菜割倒，油菜被整齐有序地放到了地
里，饱满的菜荚张扬地伸向四面八方。
坡地里的小麦比水田里的熟得早，微微
泛黄的麦穗预示要不了半个月就能收
获了。老天爷自有安排，他不会让同一
个季节里播种的几种作物同时成熟，那
样农民们可受不了。

紧赶慢赶了一路，还是没能赶上父亲
的脚步，加之路上和碰到的几位乡亲们简
单地聊了几句，等到了地里，弯着腰干活的
父亲，早已放倒了一大片油菜。父亲指了
指地边放的手套示意我戴上，我笨拙地跟
在父亲的身后，挥舞起锋利的镰刀，向一
颗颗油菜进军……有些年头没干过农活
了，年少的时候有父母、哥哥的庇护，跟去

地里的时候，干的都是最轻最简单的活。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更多依赖的
是老天爷的恩赐，有时劳作了半年，可能
连一点收成都没有。记得有一年也是这
个季节，天下了一个月的连阴雨，麦子最
后都长了芽，没有存粮的人家只能吃长芽
的麦面。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农民的辛
苦我是切实体会过的。一边干活一边和
父亲说着过去的事情，手中的镰刀渐渐地
就轻快了起来。父亲说，这片坡地他前些
年连着种了几年油菜都只开花不结果，气
得他好些年都只能种别的。去年他听村
里人说坡地不收油菜，是因为地里缺硼
肥，就按配比施了足够的硼肥试试看。没
想到，多年不收油菜的地里竟然长出了压
断枝条的油菜荚，看来不是地里长不出，

是自己不懂得科学种地！看着父亲一脸
自嘲和满足的笑容，觉得他是那样的淳朴
和可爱，将近七十的老父亲的心血管里，
去年才被医生装进去两个支架，本来我是
反对他再干农活的……

伴随着嚯嚯的收割声音，一大片倒地
的油菜在我和父亲身后整齐有序地排起
了队伍。父亲胸有成竹地说割倒的油菜
晒过三个太阳，再翻过来晒两三个太阳就
能打干净油菜籽了，打油菜籽的活将是
比今天劳动强度更大。父亲高兴地估算
着今年的油菜产量，我被他的干劲感染，
拿着镰刀的手利索了许多，不知不觉间，
太阳已经升得高了。父亲说：“这片地将
近一亩，正常情况下一个劳力一天只能割
八九分地的，我们两个人已经割了一半
了，今天太阳大，上半边地里的油菜没有
下半边的黄，正好让多晒一天，菜籽将来
饱满榨的油香。”父亲将两把镰刀和没有
吃喝完的东西一下子拿起，我挺直了酸痛
的腰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就像小时
候一样，跟在父亲身后朝远处山坡下的家
走去。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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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绵绵，看到街上行
人红红绿绿的雨伞，记忆中
外婆的那把油纸伞就会浮现
在眼前。

记得还是八、九岁的时
候，我和表妹去外婆家玩，到
中午的时候天空下起雨来，我
和表妹顽皮，不听外婆的话，
非要到雨里去玩。外婆拗不
过我俩，就给我们拿了一把伞
出来说：“把伞拿着，别淋湿
了，会感冒的。”

外婆话还没说完，我俩就
急着把伞抢了过来。“这是什
么伞呀，怎么和平常的伞不一
样？”表妹一边好奇地问，一边
在手里转来转去地看。

外婆笑了笑回答道：“这
呀，叫油纸伞。”

“为什么叫油纸伞呀？”
“这是哪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我和表妹你一句我一句地问着，完全把要去

雨里玩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了，外婆拉着我们坐
到凳子上耐心地给我们讲了这把油纸伞的来
历。原来这把伞是外公送给外婆的五十岁生日
礼物，外公说希望这把伞就像他自己一样，不管
是天晴还是下雨都能陪着外婆一起走过。外婆
在给我们讲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幸福的笑容，就
像一个害羞的少女一样。

后来长大一点，对伞的情结也在文艺作品中
逐步加深。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与白
素贞在西湖断桥以纸伞为媒，风雨中结下千古奇
缘的佳话。《封神演义》中瑶池的仙子情侣们也以
伞为兵器、法器。初中语文阅读中，戴望舒的
《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
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
愁怨的姑娘。”蓦然才发现，油纸伞原来早已成
为浪漫古典爱情的符号。听妈妈说，那把油纸
伞连外婆都一直舍不得用呢。确实，每次下雨
天外婆撑的还是以前打了补丁的黑布雨伞。至
今记忆中，油纸伞是有气味的，浑厚的桐油气
味。现在我们手中的伞，只是轻飘飘的塑料手
柄、冷冰冰的金属手柄，感受不到一点木质手
柄、油布伞盖的厚实和江南烟雨气息。

我和表妹渐渐长大，先后上了大学，参加了
工作，后来嫁人了，而外婆的油纸伞也慢慢尘封
在记忆中。而今，下雨时我们总是匆匆避着雨，
避开了享受着雨中那情投意合的氤氲环绕，也
就避开了油纸伞下那淡淡的享受着雨声如乐的
幸福。后来回外婆家老宅，在厨房窗台发现那
把油纸伞。由于保存不当，加之年久失修，早已
破烂不堪，表面也积满油腻和灰尘。

如今再回想起撑起油纸伞玩耍的场景，早已
物是人非。望着那把仅剩竹片伞骨的油纸伞，虽
然睹物伤怀，但那种雅致天成的年代感，还是那
么和谐美好。 （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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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
的人。他的一生扮演过很多很多角
色，儿子、丈夫、父亲、军人、工人、农
民……每一种角色他都尽职尽责，近
乎完美呈现。很多时候，我都想动笔
写写他，但又怕笨拙的笔描绘不出外
公在我心目中超人的味道。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这
样或那样帮助我们的人。外公就是
在母亲去世后出现在我身边的最耀
眼、最闪亮的那颗星，在那个母爱缺
失的寒冬里，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我那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给我扎
和同学一样的羊角辫，买漂亮的蕾
丝花边裙子，教给我正直、善良和有
一颗对待美好生活的心。他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生命不可复制，
不忘记父母，就永不放松自己。”这
句话至今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我的外公是超人，他在二十多岁
的时候孤身一人参加革命，扛过枪，打过铁、当过农
民、收过破烂，但是他说，他一生中最不能释怀的事情
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的外公是超人，他在八十岁高龄卧病在床的时
候还在学习，每天学习时长 6个小时以上，并做学习笔
记。他能准确地说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是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精准扶贫的终极要求，能知道“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赢外交史上浓墨重
彩的大手笔……

外公能集毕生所学变废为宝，有人闹钟坏了、电饭
煲坏了、梳子断了找外公，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他办不到的。我的外公甚至在不会用、弄不懂手机性能
的时候，买书自学教程成功修好了家里人准备丢弃的手
机。每每这个时候，全家总是开玩笑揶揄逗他说：“高
手在民间，寒门出栋梁，外公在手，万事不愁。”

外公一生共有五个子女，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四世同
堂的壮观场面，家里从上到下，从老到幼，不管谁心里有
过不去的坎或者工作、生活上的难事、杂事，都会一一
向他倾诉。有时他化身当事人，设身处地地让你换位
思考；有时他又故作冷漠，变成一动不动、不会言语的
雕像，让你发泄、倾诉，到最后一笑了之；有时候他又
是小朋友眼中的“活玩具”、大人眼中的“老顽童”，孩
子们给他表演幼儿园新学的舞蹈、绕口令，和孩子们
一起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一起在院子里给小狗
洗澡，给猫咪喂骨头，教鹦鹉说“你好”，家里经常出现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天伦之乐。
外公是超人，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化零为整。隔壁

邻居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落魄户”，男的经常喝酒抽烟不
务正业，女的也邋遢之极不做家务爱打麻将，孩子也是
每天在垃圾堆里玩耍无人问津，所有邻居避之不及，甚
至不愿与其说话。但是外公用不多的退休金自掏腰包
让孩子进入了幼儿园，教会女的收纳整理讲卫生，和男的
一起分拣归类收破烂，帮助他们承包土地种植大棚韭菜，
让一家人各司其职走上生活的正轨。每当有人提及此事
对他称赞有加时，他总是摇摇头说：“人活这一辈子，这点
事情算什么，这都是别人看得见的，老英雄张富清，三十
年来深藏功与名，别人都看不见啊，这才是真正的楷模！”

外公经常教育我们说：“要心怀感恩，每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做实、做好、做细，久而久之，你就成了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样，你的后代们也会在无形中潜
移默化，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有责任心的后来人，生命
的意义也会代代相传。”

我的外公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热爱学习的人；一个心中有爱，对生活从不妥协，从
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并找到生
活中真善美的超人。 （澄合多经公司）

喝着桌前无味的小米粥，心塞塞，
我开始想我的母亲了。倘若她在我身
边，桌前放的定然是一碗热气腾腾的
西红柿鸡蛋疙瘩汤亦或酸汤碎面片。

我的母亲勤劳能干，跟我的大妈
二妈一样都是村子里有名的会过日子
的好妯娌。种庄稼、做生意两不误，
不，三不误，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
还培养了两个她的得力干将——哥
哥、姐姐。哥哥十三岁时就能给我们
擀一手好杂面，擀杂面可是个绝活，很
多女子都学不来。秋收之际，懂事的
姐姐心疼父母做生意辛苦，一个人能
把好几亩地里的庄稼收回来。勤劳
肯吃苦真的能致富，我们的童年总比
村里同龄人过得富足、满足。
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我们
的轻松是他们在为我们负重前
行。我上初三时父亲因病去
世，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的父亲
母亲做小本生意有多辛苦，只
知道姑父曾跟着父亲去过一
次，返回后，姑父连连摇头：“啊
呀，再也不去了，真的不是一般
人能受的了的，太受罪（辛苦）了！”有
时候我会自动把自己的耳朵屏蔽起
来，不敢听父母亲当年吃的苦，受的
累，因为心会疼，会自责。

母亲坚强肯吃苦。父亲走后，屋
漏偏逢连夜雨，放出去的款子部分收
不回，最难过的是母亲，最受煎熬的
也是母亲，她坚强地告诉我和弟弟：

“好好学，再苦再累有妈在！”于是，瘦
了一大圈的母亲走上了就近打工的
路，带着忧伤，带着坚忍。我祈求老
天善待我可怜的母亲，人在无助的时
候往往把祈愿寄托给神灵……母亲在
前村砖窑打工时一氧化碳中毒，整个
人的状态都把姐姐吓哭了，是姐姐的

细心照顾、陪伴治疗以及神灵的保佑
让母亲捡回了一条命。我是在母亲
康健后听说的此事，母亲怕影响我的
学习，这就是我的傻母亲，听着都能
把我吓哭。

母亲很善良，但会受伤。母亲是
个热情的人，无论亲戚邻里她都交心
地对待，甚至上门来的乞丐，她都会
施舍，尽管那几年自己也处于捉襟见
肘的状态。但是善良有时候会被误
解，母亲遇到了，她难过，她不明白为
何会有后来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母
亲都无法治愈自己受伤的心。随着年
龄的增长与经历，我渐渐明白，真诚待
人是好事，但我们之所以会受伤是对

他人的期望值太高，有些人从来不知
良心是何物，想到这里，希望我的母亲
也能想明白这一点，放下一些不值得
的人、不值得的事。

母亲爱美喜欢长发，但她总剪
发。母亲在结婚照中留了一头乌黑发
亮的长发，漂亮至极。去年回家看望
母亲时，发现她做了离子烫，我故意
调侃：“您不是喜欢短发吗？”“谁说
的？我一直喜欢留长发，这不是日子
好了嘛。”其实我知道，母亲钟爱长
发，之前一直剪了留，留长再剪，大多
时候是为了卖点钱让我们上学更宽
裕些，说来也怪，母亲的头发确实长
得好也长得快，没少卖钱。但我永远

忘不了她面对镜子里短发的自己失
落的神情。我们欠母亲太多，母亲有
了爱美的条件，却不再年轻。

母亲是赢家，子女们都很争气。
小时候的吃苦勤劳磨练了哥哥姐姐
的意志，他们成了干大事的人。父亲
去世后，弟弟成了家中的男子汉，他
知道自己身上的重担与责任，小伙儿
似乎瞬间长大，他用勤劳与智慧向母
亲诠释自己行、勿操心，事实上他令
多少同龄人刮目相看自叹不如。承
蒙亲人们的厚爱与照顾，我虽是一颗
不起眼的星，但我知道自己应脚踏实
地，勇往直前，不掉队。

母亲在改变。以前节约得让人
不放心，现在稍微会照顾自己
了，尤其是她一个人在老家的
时候，看到邻里生病的叔叔婶
婶，总结经验——自己不能
病。那是对我们子女的爱，她怕
病倒了给我们带来麻烦，怕影响
我们工作与生活。母亲首先考
虑的永远是我们。以前母亲想
我们的时候，她说在电话里听

听声音就感觉见到本人了一样。随
着科技的发展与周围人的影响，我
的母亲也学会了与时俱进，学会了
使用智能手机，母亲很用心、很认
真地向耐心的弟弟学了如何使用
微信，为的是多看看我们兄弟姐妹
四个的近况，她也时不时地分享她
的日常，为了让我们放心。

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心酸与愧
疚，人们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
袄，但我不是，我只照顾了自己的小
家，上了自己不该缺勤的班。我知道
这是母亲所希冀的。掐指数数，我有
多久没回家了，下一站回家，回娘家！
看望我的母亲！ （神渭管运公司）

我的母亲
王转平王转平

周末难得的好天气，索性带着孩子来
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出游，在朋友的推荐
下，我们驱车前往位于咸阳市泾阳县王桥
镇西北边的郑国渠旅游风景区，去一睹

“天下第一渠”的真面目。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郑国渠始建于

公元前 246年，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无坝引
水灌溉工程，为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六国奠
定了经济基础。2016 年 11 月 8 日郑国渠
成功申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沿着关中环线一路向西，路两边五彩
的格桑花在风中摇曳着身姿，艳丽妖娆；
开得正旺的野菊花在阳光下也挺直了腰
板，不甘示弱地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橙黄
透亮的柿子，鲜红诱人的苹果，还有门口
宽阔马路上晾晒的金灿饱满的玉米，一幅

农家喜获丰收的画面就这样活灵活现地
展现在我的眼前。

1 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终于到达景
区售票处。宽阔的停车场一侧，十几个
老人在门口叫卖着自家种的各种水果，
我在一个卖拐枣的老人面前停了下来，
和善的老人赶紧递给我一串，反复告诉
我无污染，很甜，我随手擦了一下，便迫
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香甜中夹杂着一丝
丝青涩，是童年的味道。赶紧买了一袋
后，便换乘旅游大巴继续前行，大概是因
为周末，天气又这样的明媚，出游的人很
多，男女老少全家欢。

在经过一个大约 2公里的隧道后，车
子一路盘山而行。尽管司机师傅在连续
转弯时展现出高超的车技，但抱着孩子的
我依旧手心冒汗，一边是峭壁，一边是百米
深渊，孩子高兴地指点着窗外，而恐高的我
却不敢侧头去看，因此也错过了不少美
景。一暗一亮，一暗一亮，两个隧道过后，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第一个景区的广场。

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灵动飞
扬的两级瀑布，一泻而下的瀑布几经跌
岩激溅起无数的小水珠，在太阳的照耀
下，竟变成了一抹小彩虹，引得游客纷纷
驻足拍照。抬头看去，四周都被高低不
同的山峰包围着，层层山脉在蓝天的映
衬下显得更有生机，全程接送游客的大
巴车整齐地停在雀廊前，外来的游客在
广场前跳起了优美的舞蹈，广场右侧的
特色美食店门庭若市，一切都很美好。

深秋的太阳让迎面吹来的风变得柔
和了不少。马车造型的景区简介稳稳地
立在通往峡谷的出口边。我们的第一站
是被誉为“关中第一大峡谷”的泾河峡谷
漫步观光区，整个峡谷观光区长达 5.7 公
里，路还算平坦，台阶也不算太多，在下
往河滩的时候，如果你运气好就会遇见
突然窜出来的小松鼠，圆滚滚的身体拖
着大大的尾巴，灵活地穿梭在台阶上，惹
得孩子兴奋不已。蜿蜒攀爬在山壁上一
条长达 126.5公里的灌渠显示着古人的智

慧和勤劳，潺潺流水在看不见尽头的河滩
里安静地流淌着，站在地上往上看，由碧
绿到浅绿再到天蓝，颜色的交错构成这山
涧最美的画卷。

顺着石阶，我们来到了深藏在河谷之
间的孔雀湾，遗世独立一弯碧水像一条翡
翠色的绸带，一侧崖壁历经河水千万年的
冲刷，竟如一幅孔雀开屏的大型壁画，既有
一川碧水之灵秀，又有幽谷深峡之奇观，陡
峭的山壁上长满了红叶和野菊花，为冰冷
的石头增添了几分暖色，一汪碧水静静
地流淌在峡谷之间，在山峰峻险、奇石林
立的山水之间竟不经意间流露出江南秀
丽、温润的风韵，让人一时流连忘返。

盘桓惊险的龙盘栈道，波光粼粼的
郑国湖，碧绿澄澈的凸碧潭，深幽神秘的
黑沟，尽收美景的玻璃观景台……每一处
景色都展现着独特的魅力，让人惊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这或许就是自然的力量。

从景区出来的时候，夜幕已经渐渐
降临，孩子靠在我怀里睡得香甜，手里还
攥着半串没有吃完的拐枣，看着晚霞下
的逐渐泛红的郑国渠，我心里想：待到明
夏，一定要带着家人来此处避暑，躲在清
凉的天洞里，荡着秋千，看着壁画，喝着
小茶，在滴答滴答的水滴声中，聆听泾河
河神的传说，感受静下来的悠闲时光。

（陕焦公司）

物资供应内容多，让我给您仔细说。
三个服务记心间，文明用语挂嘴边。
业务流程信息化，仓储管理标准化。
物资采购需及时，计划落实是前提。
规格数量要弄清，审核把关不放松。
采购方式好几种，必须遵循制度定。
轻重缓急很重要，资证齐全才可靠。
以上条件都具备，采购流程要正规。
采购合同条款多，其中一点不能错。
型号数量写正中，各类标准要注明。
交货时间和地点，双方权责要明确。
清正廉洁避红线，履职尽责保安全。

仓储管理责任重，四懂五会十过硬。
业务知识常学习，日清月结是第一。
到货验收第一关，业务知识记心间。
规格数量均对照，证件相符很重要。
保管保养要做好，防潮防锈防压倒。
不过期、不混放，先进先出有保障。
露天放、库内存，物资领用方便寻。
物资安全有保障，服务矿区有质量。

从来安全大于天，安全制度记心间。
消防器材要配好，事故隐患定期找。
不论库房办公区，严禁吸烟慎用电。
库内定期要巡检，发现问题不能缓。
检查日常与值班，重点一定是夜间。
三防工作很重要，每时每刻要做好。

集储统配提服务，装卸配送关键处。
叉车汽车和吊车，各项作业守规章。
打包配送和装卸，各个环节不可缺。
按照要求把货送，安全库存有保证。
发放频次需掌握，要为摆放做工作。
堆垛码放捆绑牢，五五摆放是妙招。
重不压轻避损失，上盖下垫免损坏。
轻装轻放不着急，警戒警示是前提。
服务水平得提高，安全根基要筑牢。
团队精神要树立，誓为公司争荣誉。
保障安全责任重，实现安全靠行动。
各种安全都做好，公司发展离不了。

（陕煤物资彬长分公司）

物资安全供应七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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