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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党文波 音/杨莎莎

父亲 我成长的圆心
父亲很平凡，没有开疆拓土的伟业，

没有温文尔雅的谈吐，没有半点的风光
与传奇，一生平平淡淡，与世无争，或许
正是这样，淳朴、敦厚的父亲成了我最崇
敬的人。他的爱深沉似海，如秋天一串
硕果，盈车嘉穗；他的笑溢满宠溺，如春
天一缕阳光，春晖寸草。在我心里，他一
直是我成长的圆心。

小时候，我在他的腿上“溜滑梯”，在
他的手臂上“荡秋千”，在他的背脊上“骑
木马”，他几乎成了我的“玩具”，他的身
上附着我童年的影子。还记得儿时的夏
天，天空上最后一抹余晖都黯淡下去的
时候，父亲总是住在田间的果园，看护果
子，而我总是赖着他，进入深夜，农田一
片黑暗，远远的只能看到寥寥可数的斑
点灯光，这时，他总是时不时地哼上两句
熟悉的老歌，真是愉悦得很。临睡的时
候，兴奋的我总是忘乎所以，父亲透过手

电的亮光，用手比划着各种各样的小动
物图案，唬我狼来了、老鼠来了。外面格
外寂静，不知是害怕还是累了，我很快就
进入了梦乡。虽然和父亲在果园的时间
不长，但那也是神奇又美妙的体验，他用
行动教会我生活，培养了我积极乐观的
心态，他在我的成长规划、个性养成、意
志培育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步入青春期，我的一意孤行，无数
次的顶撞，无数次的抱怨，无数次的惹
是生非，带给他的是一次次的无奈、一
次次的心酸，而我却视而不见，那时只
要离开他的视线我就开心，因为特别
自由。此时，父爱像是一片宁静的港
湾，他没有母亲那样体贴的温馨话语，
没有耳边日夜的叨叨诉说，他的爱更
像大山，包容而深沉、广博而伟岸，给
了我依靠，给了叛逆的我一种心安。
其实，那里藏着他从始至终对我的爱。

那一年，我身在异乡，他不放心我独
自面对世界，经常会关心我工作中的事
情。当我失落时，他给予我信心、勇气和
力量，有他的支持，我无可畏惧，矢志不
渝。此时，父爱像一本书，当我长大以
后，再次打开它，一定会读懂父亲那颗最
深沉、最热烈的心。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成长中不知倾
注了父亲多少的心血。所以，朋友们，好
好看看我们的父母吧，看看他们变白的
鬓发，看看他们深深的皱纹，看看他们饱
经沧桑的脸，看看他们一双长满老茧的
手，就像干裂的树皮，这些，都是为了我
们成长，所记下的年轮。

父亲为我树立了做人行事的典范，
在我心中，他的爱印得最深，时效最长，
受益最大。他的爱是圆心，儿女走得再
远，都走不出他关爱的视线。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

春节期间，居家战“疫”打响，朋友圈里
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厨艺大赛。“青铜”们解
锁了新技能，“黄金”们开辟了新花样，“王
者”们迈入了新境界。

我会不会做饭？
“七八岁就会！”结婚前，准丈母娘问的

时候，我就是这么拍着胸脯吹的。
还真没胡说。小时候“双抢”农忙，

我作为家里的老小，战斗力最弱。根据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每到饭点，就被
打发回去做饭。在田埂上拔几禾青豆，
去菜园摘几根辣椒、割一把韭菜，到鸡窝
摸两个鸡蛋。

豆角一剥、辣椒一剪，煮；韭菜一切、
鸡蛋一拌，煮；大米一淘，煮。熟了就行，
莫论口味。

有一天中午，我抱着一捆豆禾走在窄
窄的田埂上，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我抵挡不住，被刮倒在泥泞的水田里。
正在耘田的大叔放下拖拉机，把我和我
的豆禾从泥浆里捞起，笑道：“咱们都是
为了一张嘴啊！”

上大学离开家乡后，再没做过饭。直
到前几年老婆怀孕，老妈千里驰援。老婆
是湖南人，我们是安徽人，又生活在陕西，

南北三地，口味完全不同。
一开始老妈下厨，老婆食之无味。后

来是老妈和老婆各炒一两道菜。
不舍得老婆腆着肚子下厨，不忍心老

妈左右为难，又担心孕妇母子的营养，于是
重新分工：老婆点餐、指导，老妈照方买菜、
准备食材，我重操旧业、下厨掂勺。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
矣。在“度娘”、亲娘、丈母娘和娃他娘的
指导下，我渐渐摸索出了一些门道。老
婆的评价，从“能吃”到“还行”，渐渐展眉

“不错哦”。
老妈也渐渐信服：“确实挺好吃。”不再

倔强于她坚持了60年的做法，一边帮厨，一
边看我怎么操作。到媳妇儿坐月子时，老
妈炒的一些家常菜，已经是秦湘徽结合，一
家人的口味渐渐融合起来，老妈再次从我

手中接回“掌勺”之位。
今年春节以后，老妈被疫情阻隔在老

家，我复工复产，老婆和孩子停课不停学。
老婆是教师，儿子是小学生，娘俩都

要上网课。老婆一会面对一群祖国的花
朵，一会辅导自家的熊孩子。这酸爽，老
师和老母亲们最近都深有体会。只是很
少有像我们家，买方卖方两家秀、原告被
告一肩挑，痛得既有全面的肤浅、又有片
面的深刻，360度无死角折磨。多么痛的
领悟，你品，你细品。

我再次自告奋勇，主动充当大厨。每
天下班前，想好吃什么、查好怎么做，然后
买菜、拣菜、洗菜、切菜，一顿操作猛如虎，
煎炒焖炸炝烩烤。不论味道好不好，大厨
之势不能倒。

好在有前些年的积淀，每次都能得到

老婆的五星好评。儿子也很捧场，大口大
口吃，狼吞虎咽。这种虚荣心和成就感，让
我体会到了“庖厨”之乐：

在菜市场一边挑三拣四，一边与熟人
寒暄。

在案板前一边手起刀落，一边听手机
里说古道今。

在灶前一边翻云覆雨、颠三倒四，一
边看那些生冷硬倔的食材，怎么屈从、怎
么服软、怎么化熟、怎么慢慢香甜可口。

在餐桌前一边摆盘夹菜，一边欣赏妻
儿夸张的崇拜。妻子赞叹不已，儿子随声
附议，我口是心非地说：“哪里哪里、还需
继续努力。”

此时的背景音乐，应该是刘天王的《回
家真好》：

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
啊多么荣耀、多么骄傲……
少时为糊口而做饭，年轻时为爱而下

厨，到如今因为享受生活情趣、体味人间
极乐而烹饪。沾得市井气，染得烟火色，
闻得腥膻味，尝得菜根香，方得人间清欢。

（黄陵矿业公司）

厨 艺
文/张新苗 音/白雨轩

浇好安全树，方开幸福花。越长
大越想家，也越发理解母亲对我们的
思念与牵挂。工作、成家后的我们回
家看母亲的时间屈指可数，当提及我
们要去看望她，我亲爱的母亲总是万
般欣喜又有些担忧，她主要是考虑到
路上的安全问题。记得前年冬天，姐
姐一家人驾车来探望许久未见的老
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天降大雪，雪
天路滑让母亲担心自责了一整天，也
失眠了一整夜，不停地念叨：也不知
道她们到哪里了，以后还是少回来，
想她们了电话里听听声音就好……

事实上，听听声音其实并不能
减弱母亲对我们的思念，为了能看
看我们，励志的母亲勤学好问，学会
了使用微信，时不时的会叮嘱我们
上下班以及出行注意安全，也会向
我们姊妹报平安。庚子新春，肆虐的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国，也牵动了
无数父母的心，母亲学会了给家庭微
信群分享视频，视频内容主要是关于
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以及给民众带来
的影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没有
十分重要的事千万不要出行。”

可我还是踏上了去渭南上班的
征程，因为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爱人将我包裹得严严实实，像往常一
样他瞅瞅车前，而后挥手向我道别，
我知道他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安全问
题，再次默默的记下了私家车的车牌号。“滴滴
……”我打开微信：媳妇，我把N95口罩放你电脑包
了，一定要戴着。你平安我才放心。他还是想方设
法把防护性最好的口罩留给了我。其实更需要的
是他，他每天接触七八家来自五湖四海外委单位的
职工。其实他不知道，他若安好，于我便是晴天。
因为聚少离多，我倍加珍惜休假的日子，喜欢在他
上班前整整他的衣领，叨叨几句注意安全的话，我
知道心系家人，他便更留心操作与防护。当然，我
更期待透过窗户便能望到他下班平安归来的身影。

便捷的网络时代开拓了我们了解全世界的视
野，顽固的新冠病毒蔓延到了全世界，国内疫情严
重期间每日拨弄手机的五岁小侄女活脱脱变成了
小宅女，做好防护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上
周大家带她去了金丝峡，面对测温的工作人员，小
侄女哭着要戴两个口罩，一戴便是一整天，怎么劝
说都无果，还时不时把家嫂的口罩扶上鼻梁。返
程途中，嫂子想背着她跨着石头过河让她看看水
里的鱼，小家伙各种拒绝，问清原因才知道，害怕
掉进水里活不了。哈哈，安全意识超强的“开心
果”再次逗笑了全家人。

这便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安全故事。我们用心
浇灌安全树，渴盼拥有开出幸福花之家。

（神渭管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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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则报道，说
的是日本富士山有一
个自杀森林，不少有
轻生念头的人都会去
那里寻求了结。有一
段时间，那里的自杀
人 数 降 低 了 接 近
90％，原来是这段时
间有一位巡警在那里
巡逻，调查的人问巡
警用了什么方法让他
们不再寻求自杀，巡
警说：“很简单，我就
是对在这里徘徊犹豫
的人喊了一声‘喂’！”
一声“喂”足以让自杀
的人产生畏惧，从而
放弃自杀。“喂”的力
量就是如此的强大。

因为身处化工厂，
所以总是难免说厂里
的事。记得那会刚上
班不久，安全防护意
识很薄弱，总觉得什
么都无所谓，不太重
视安全、更没有敬畏
生命，每次去现场总
是甩手就走，每次也

都被工友一声“喂”惊着。开始还
不知道在“喂”什么，后来慢慢才知
道，他一“喂”，我就把帽子戴好、防
毒面具背上，所有防护全部到位。
再后来，都不用他们提醒，我自己
心里已经不自觉“喂”了一万遍。

还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例子，说
的是我的小姨因为常年受到抑郁
症折磨，终于“鼓起勇气”打算一了
百了。她专门跑到最高处，想要

“一跃而下”。就在这时，小姨说她
接到表弟的电话，只是一声轻轻的

“喂”，小姨便泪如雨下，从窗户旁
怯生生地爬了下来。每每回忆起
那段往事，小姨就会说，如果当时
没有接到表弟的电话，如果没有那
一声轻轻的问候，她应该会作出另
一个选择。

其实，像“‘喂’的力量”这样的
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红灯亮起
要过马路时，那闪烁的灯光就是对
我们的提醒；戴耳机随意穿梭于街
道时，那一声声鸣笛是对我们的
提 醒 ；导 航 里 那 一 声 声“ 超 速 ”

“限速”是对我们的提醒；还有那
陌生人在紧急时刻发出的叫喊；
路标、道路牌等无声的提示，无一
不是“喂”的延伸或改进。

一声简简单单的“喂”，却蕴含
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
人转危为安，强大到可以改变一个人
的人生轨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

“喂”的存在，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将
“喂”传得更远呢？ （渭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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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七岁，随着父母从农村举家迁
徙到韩城梁山脚下 。

车辆穿梭在柏油马路上，扬起迷蒙的
煤尘。这是年幼的我对煤矿的初次感知。
望着马路两侧的白杨和一座座高楼，父亲
告诉我，那个是工厂，那个是农村，那个
是矿山。当我看到一座高楼房时，他说
那是俱乐部，里面经常播放一些好看的
电影。听到此话，我欣喜若狂。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在韩城矿业下峪口煤矿上学读
书直至走向工作岗位。这里成为我的第
二故乡，更是深藏心中的美好记忆。

消失的自建“迷宫”

该矿的沟塘子虽然已经随着矿区的发
展消失，但却是我记忆里的“迷宫”。它是
一座凝聚着不同时期职工智慧的住所，是
职工们用废旧的锚网、铁皮、板皮等材料，
盖起了自己的窝，建起了自己的家。这个
家虽然杂乱无章，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充
满着无限的乐趣。

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来自祖国五
湖四海的矿上务工人员。他们语言各异，
但却心底善良，互帮互助。上学时，我就

喜欢去沟塘子找同学玩，迈着小脚丫走在
无数个拐点上，眼前呈现的是五花八门的
低矮房。狭窄的小路，起伏不平，一座座
小房子如同一个个经过岁月沧桑的怪异
老头。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有个通往沟
塘子深处的大下坡，铺有石阶，坡下面有
个水塘，在那个物质匮乏时期，那里是孩
子们夏日里最喜欢的去处。

2017 年，沟塘子进入政府的整体规
划，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住进了周边的家属
区，有的搬到了韩城新分的房子里，搬迁
速度之快，仿佛一夜之间沟塘子就消失在
大家的视野里。

“火”起来的文化生活

多年来，每当傍晚时刻，一曲曲欢快的
音乐在矿区家属区楼前屋后飘荡时，一群
退休职工或矿工家属就会手拿火红扇子、
红绸舞蹈队浩浩荡荡在矿区进行表演……

队里年龄最大的已有 70多岁，最小的
也有 30多岁。他们伴随着节奏尽情舞动，
稍驼的身躯扭着五花八门的姿势，脸上俏
皮的表情如天真的孩童真是可爱。眼前熟
悉的老人们大多是建矿后随着自己的丈夫

举家来到这里扎根，这支舞蹈队向我们诉
说着矿区老人们晚年多彩的精神生活。

美好生活的见证

80年代，我们来矿山时生活拮据，母
亲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里大人一年都
舍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母亲总是
把老大不穿的衣服，裁剪修改翻新后给
我穿。到了 90 年代，矿区的人们基本上
不为吃穿发愁，母亲经常买回来鸡鸭鱼
肉给我们改善生活，每逢周末，她还约上
邻居姐妹上街为自己置办新衣服。老人
们围坐在楼下聊天，过着子孙满堂、幸福
感十足的生活。

2010 年，我而立之时，和父亲同时在
城里买了新房，家里养了许多花草，生活
安逸。父亲的晚年生活美满幸福，闲暇
之际，约上几个好友在公园里打牌、拉二
胡、拉家常、聊国家大事，每年还定期外出
旅游。现在与以往不同的是，矿区的环境
得到了很大改善，地面像公园，职工的收入
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我每天开着私家车
往返单位与家，看着美丽的朝阳，觉得生
活无限好。 （韩城矿业下峪口矿）

记 忆 深 处 的 矿 区
马麦丽

黄河壶口风光 关国凤 摄 （彬长矿业小庄矿）

午后，闲来无事，打开朋友圈，被同事发的一
组荷花惊艳到了。图片中，红白两色的荷花正尽
情地盛开，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时至夏日，正是荷花盛开之时。酷暑高温，却
丝毫挡不住行人驻足观赏。朵朵荷花“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散发出沁人的清香……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荷花的理由。荷
花，带给农民收获的喜悦，为文人墨客提供创作
的灵感，对我而言，再次看到如此娇艳的荷花，勾
起了记忆深处的思绪。

对于荷花的记忆，最早是对周敦颐的《爱莲
说》的学习，那时迷恋于文中的语句，句句背得滚
瓜烂熟，心中就盛开出一朵粉嫩高洁的荷花，亭
亭玉立，那时的我并没有把荷花的品质和人生志
向、品格联系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荷花的寓意有了深刻
的理解，只是平日里忙忙碌碌，赏荷花的机会并不
是很多。仲夏傍晚，微风拂过，那一汪池塘，“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星星点点，荷
花绽放，摇曳在风中，不同流，不合污，独保自己
的清淡高雅本色。伴着淡淡的清香拂面而来，心
也跟着静下来。

伸手攀荷折蕖，欲赠“秋水伊人”。古往今来，荷
花之美，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留下了多少经典佳
句：“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夜雨声凉到梦，
万荷叶上送秋来。”“秋至皆零落，凌波独吐红……”

因此，荷花也被誉为“一品清莲”，更是世人崇
尚荷花品格的最好写照，荷花成为廉洁清正，不同
流合污的道德规范的化身。荷花虽生于淤泥，长
于淤泥，中通外直，一身正气。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每每说起廉政，我都会
细细品味周敦颐先生这篇《爱莲说》。所谓莲花之
美，可以赏目，“廉”花之美，可以服众。莲，因洁而
美；人，因廉而正。莲与廉，字虽不同，音却相同；莲
与廉，形虽各异，质却一样；莲与廉，义虽两样，意却
一致。两者尽管音同字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几年前参加由单位组织的党员观摩矿区
廉洁主题公园活动时，园中廉洁标语、文化典故
里，就有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
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又一次
领悟了其中蕴含的高尚情操，受到了廉政文化熏
陶，接受了一次别样的党性教育。参加工作十多
年，从一名普通职工到一名管理人员，再成长为一
名党员干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从当年的青葱懵
懂到现在的成熟稳重，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我始终
以莲花高尚的品性，一尘不染的君子品行，勉励自
己。心生莲花，清正廉洁，百折不挠，永葆清白！

长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愿每一个人都能像莲花般清
雅，常怀感恩之心，廉洁奉公，勿忘初心。

（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让心间开出一朵“廉”花
李红艳

廉爱之道 边靖龙 作 （物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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