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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幻影 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李晓惠 摄

卫宝娜卫宝娜

重逢在美好的年华重逢在美好的年华
毓秀龙门，溥彼韩城。我在黄河

边长大，奔腾的黄河水，呼啸的西北
风，林林总总的厂房，是我对下峪口
的记忆……

在外 10 年，适逢陕煤集团“万人
行动计划”，经过层层选拔，我有幸再
次回到这个因煤而兴的地方——陕
煤韩城矿业下峪口煤矿。

早年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对书中主
人公孙少平所在的大牙湾煤矿印象深刻，
井下作业环境艰苦，机械化程度低，煤矿工
人全靠力气干活，还要时刻警惕安全事故
发生。因此在父辈眼中，家里只要有一亩
三分地，但凡有别的谋生之路，都不愿让孩
子去当煤矿工人，矿工工作艰苦，危险由此
可见一斑。

直到我以一名新员工的身份走进煤矿
生产区、生活区，走近那些矿工兄弟，才对
煤矿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义。这个已是知天
命之年的煤矿，经过时间的洗礼，日新月
异、历久弥新。“龙门牌”瘦精煤享誉全国，

“西北一枝花”名扬四海。走在矿区，配套
的多功能电教室、图书馆、职工“五小”创新
室、整齐的文化衫和工装……工友们谈笑
风生，煤矿带来的美好生活不言而喻。

来矿上的第一个中秋节，工会组织我
们新分配的大学生到井口候车室为职工
送节日祝福。候车大厅里摆放着丰盛的
慰问品，矿嫂们将象征平安圆满的苹果和
月饼热情地递到矿工手中，工友们边吃边
聊家常，脸上洋溢着笑容，幸福洒满了整
个候车厅……这一帧帧一幕幕，在我心里
种下了一颗和谐大家庭的种子。铿锵有
力的宣誓声在大厅响起，工友们整齐着

装，神采奕奕走向井口。只有身临其境才
能真正感受到这个煤矿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自上而下的勃勃生机。我更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加入矿嫂们的队伍。

来矿一年，我见到、听到最多的词语就
是安全。矿安全宣教小分队走区队、进班
前，用新颖别致的文娱活动宣传安全，我有
幸被选中参演安全小品《生日风波》。为了
演好角色，我反复推敲人物性格，虚心请教
矿嫂，当听到工伤职工家属薛大嫂声泪俱
下的诉说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我深切
感受到，安全宣教不止是简单的娱乐表演，
更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安全理念根

植到广大职工和家属心中。工友们
肯定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告诉我，
好作品能够触动他们。在工作之余
我申请加入了安全宣教小分队，先
后编排参演了《安全三句半》《致工
友的一封信》节目，脚步遍布矿区的
角角落落，用执着向矿工朋友们宣
传“平安矿井、幸福人生”。这段充

实的时光，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拂晓到日出，
整个煤矿朝气蓬勃，这片我热爱的土地等
着我去大展拳脚。入职培训结业典礼的宣
誓词我犹记在心：“我立志，入职陕煤、热爱
陕煤、奉献陕煤。”我笃定，唯有热爱，才会
坚持不懈；唯有热爱，才会精益求精；唯有
热爱，才会全力以赴。

我亲爱的家乡，我热爱的煤矿，很高兴
与你们重逢在彼此最美好的年华。在这阳
光灿烂的日子，吾尽吾心，不负韶华。

（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煤矿）

师傅德高艺精湛，徒弟虚心不惧
难。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缘与生俱来，
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割舍不断，也是这辈
子怎样走也走不出的牵挂与依恋。这
缘，或许会让你一世温暖。然而，有些缘
或许是生命中后来的遇见，有的素净平
淡，有的昙花一现，有的擦身而过，所有
种种，都曾真实走过你的心。这么多年
过去了，我一直记得父亲和他师傅的师
徒缘，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给我讲他
和他师傅的故事。父亲的师傅姓任，每
年的大年三十，父亲都会去看他，因为除
夕当天是他的生日。

没参加工作以前，对师傅这个词语
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后来自己参加工作
以后，才对师傅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有了
更加深刻的了解。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二十多年过
去了。记得刚上班的时候，父亲把我送
到工作单位，并且跟他的徒弟千叮咛万
嘱咐，一定要照顾好我，因为我参加工作
的时候也就二十出头，刚从学校毕业，面
对好多事情都束手无策，更谈不上有什

么经验。
幸运的是，我的师傅是父亲的徒弟，

他对我们几个新来的工人特别好。我们
刚到单位就被分到充电房工作——给电
机车的电瓶充电，硕大的电瓶一会儿要
加蒸馏水，一会儿又要加稀释硫酸，这让
毫无经验的我们直犯难。师傅看到我们
无计可施，后来索性配硫酸的时候，他自
己一个人配，让我们在旁边看，等硫酸配
好以后，我们往电瓶里面加就行了。刚
开始，还有点不太理解，以为师傅不愿意
教我们，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硫酸对人
有危害，师傅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现在，我的师傅早已退休回老家了，
只是偶尔从电话里面能听听他的声音，了
解他的近况。现如今师傅已经七十多岁
了，身体也不像当年那么硬朗了。回想起
来，师傅好像没有给我们讲过太多的大道
理，但是从日常工作中汲取的简单又富有
哲理的东西却挺多，是他教会了我们，不
但工作要干得好，而且还要会做人。

工作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下去
的。我的师傅老了，已经不能再带徒弟
了，但是工作就像一场接力赛，总需要有

人接着干下去。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
因，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期
间也遇到几个师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
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刚参加工作遇
到的第一个师傅，他是一个对人忠诚为人
厚道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简单的人。的
确如此，和师傅在一起不需要花太多的
心思去猜，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直白的
人，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简单和直白，
才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
了。现在时常还会想起当年情景，心里
总觉得暖暖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
能就是因为师傅那种淳朴、踏实的做事
原则，这些年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向
前，所以特别感谢师傅教给我许多做人
做事的道理。

一路捡拾，一路删减，一路走过，且
行且珍惜。岁月的洪流冲散着身后的光
阴，百转千回之后，依然能清楚记得，那
些散落在时光中的缘，这种缘虽已覆上
记忆的青苔，却彰显着蓬勃与深遂，千丝
万缕，感谢有你，我的师傅，我的伯乐。

（黄陵矿业瑞能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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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又梦到了家乡的黄河滩，
在离滩边不远的地方有几间小木屋，
我们一群孩子正在院子里嬉戏打闹，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倚在门口微笑着
喊我们进屋吃饭。醒来发现枕边已湿
……

我整个童年的夏天几乎都是在黄河
滩边度过的。清楚地记得那时候黄河
边上有一大片树林，林子边上有几间漂
亮的小木屋和一个大大的院子，那是太
姥爷的家，他是那里的护林员。放暑假
的时候，父母就会把我们送到那里，我
们一群兄弟姐妹天天在一起嬉戏玩耍。

清晨，我们伴着滔滔黄河水声和清
脆鸡鸣声起床，吃完早饭就一溜烟跑出
去野了。广阔无际的黄河滩两岸，分布
着杨柳林和连绵不绝的玉米地、菜地、
豆子地、瓜地……当然，西瓜地可是我
们的最爱。一人把风，几人搬运，然后
在树林里找个隐蔽的地方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独属于
夏天的这份清凉与甘甜，好吃就狼吞虎咽，不好吃就随手
一扔，现在想想当时也是小坏蛋一枚。疯够了玩累了就
在林子边上找块阴凉地坐下来，一起看着奔腾不息的黄
河，一起听着阵阵悦耳的蝉鸣，或蜷着身子和蚂蚁逗乐，
或随手摘下路边的野花和狗尾巴草做个花环……简单而
快乐！

最喜欢盛夏的傍晚，太姥爷拿把大蒲扇坐在院子里
一边乘凉，一边看着我们几个光着脚在沙地上捉迷藏，时
不时还要充当“裁判员”和“调解员”。那时，我最喜欢躲
在太姥爷的躺椅后面，太姥爷宽大厚实的肩膀总能让我
侥幸“逃生”。

待夜幕降临，树林边芦苇丛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萤火
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玻璃瓶，开始捉
萤火虫大赛，不一会儿瓶子就成了星星点点的美丽世界。
我们总是玩到很晚都不肯回家睡觉，每次都是太姥爷一遍
一遍喊，我们才依依不舍拧开手中的瓶盖，看着那一点一
点的亮光飞向静谧的夜空。

后来，慢慢长大了，学业开始变得繁重，暑假也有写
不完的作业，再后来，太姥爷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再也
没有去过黄河滩。

出嫁的前一天，哥哥带我去了一次黄河滩。那是个
夏季的黄昏，血色的夕阳把黄河水染得通红，在晚风抚摸
下犹如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几片落叶随着河水悠悠地
飘向远方，成群的鸟儿掠过头顶，一片安静祥和。只是那
片树林、那间木屋、那个人都已不见，耳边再也听不到喊
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再后来到异地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却总
能清晰地梦到童年的那片黄河滩。我知道是想家了，
想念那个热烈的季节、那片壮阔的土地和那个视我如
宝的人。 （榆林合力公司）

现在回大舅家，已经
见不到外公曾经打铁的工
具和炉台了。自从外公去
世，这打铁的手艺也算是
彻底失传了。

外公祖籍河南，解放前
随着难民潮流落陕西，为了
养家糊口就去铁铺当学
徒。解放后，县里铁锨厂招
工，外公进厂当了工人，从小
工、组长、到车间工长，带出
了10多个技艺精湛的徒弟。

80年代末退休回到乡
下，一边打理果园，一边加
工些锄头、犁耙等铁器售
卖，补贴家用，直到去世前
两年，才停下打铁活计。

“教你们学文化，我无能为力。从旧时到
如今，我和你们母亲就是因为不识字而不知遭
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现在只要你们愿意上
学，我都要供你们读下去！”外公识字不多，但
在母亲和舅舅的学习上，始终一如既往支持。

“不是自己的东西，就算再喜欢也不能偷
来、盗来，咱是清白人家，不做丢人的事，再说
要是养成了坏习惯，年纪再大些那可要出大
事的。”都说隔代亲，可外公对小辈的教育丝
毫不马虎。记得六年级寒假回老家，我去邻
居家找小伙伴玩，临走之前偷了把玩具枪，没
想到晚上被外公发现，第一次打了我，要我堂
堂正正做人。

外公退休后，有更多时间与乡亲们相处，
他也仿佛是要把因工作多年欠下的情感与时
间全面迸发出来，那佝偻的身形变得直挺起
来。每天早饭结束，就在院门外支起桌子，放
好小凳子，泡上老陕爱喝的砖茶，录音机传出
浓郁的秦腔声，这时村里喜欢玩花牌的人陆
陆续续朝着外公家走来，摆开了阵势，外公在
旁边给大伙儿倒水、发烟，等到忙完了，也坐
下边看别人玩牌，边和村里人拉家常。

“都是邻居，就是帮忙修个工具，要啥钱
哩！”农忙时节，难免锄头、犁耙等农具有损
坏的时候，有人跑到地里找外公，他就会让
家人先干着，自己拿起农具，匆匆回家维修
去了，等修好后人家要给钱，他却分文不收。

自从在家开了个打铁铺，外公经常会制作
锄头、犁耙等常用农具或者维修磨损、损坏的
铁器，这全靠经验，必须是眼到手到火候到。

天未亮，他便点燃熔炉，用鼓风机让炉内
持续升温，待达到要求后，将前一天量取好的
铁制原料放进炉腔内烧红致软，然后迅速移到
铁砧子上，一手持锤、一手握铁钳，凭目测不断
翻动铁料，使之能将铁料打出所需农具的初步
轮廓，在这个过程中外公不断重复着“烧、翻、
打”三个步骤；待初步轮廓基本确定了，他又挑
选出合适尺寸的锤头慢慢敲打整形，这个步
骤是需要“慢工出细活”，并将修整过铁器放
在炉火里烧红拿出，迅速浸泡到凉水桶里冷
却，这样可以保证铁器具有更高的硬度，延
长使用寿命。

“他打的铁器，质量好、不容易锈，价格也
不贵。”一位老顾客专门跑到外公的铁器铺请
他打两把刀具。多数顾客是经人介绍而来，
买过一次便认定了。一把菜刀、一把锄头不
过卖上几十块钱，但外公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告诫自己，绝不偷工减料，只要还能干，就
站好每一班岗。这就是我的铁匠外公，一个厚
道的手艺人。 （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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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
有诗句、没有鲜花，只有远去的站台和越
来越凋零的树木。进入十二月，天气越
来越冷，许多事物连同记忆一起被封存，
只有雪花才能唤起内心的激动。

以前，四季之中，最喜春秋。近年来
也慢慢不讨厌冬天了，也许仅仅是因为
冬天会下雪，会有一些温暖的记忆。雪
簌簌地落下，仿佛久别的那个人，天涯海
角相隔，千山万水走遍，在下雪那天，突
然就抽身返回，迎你而来。故人旧面相
逢，凉丝丝的雪，敲打着彼此的脸，湿漉

漉的，却不是眼泪，是记忆的味道，难忘
的画面，散发着稚气、真切和快意。

这样的时刻，往往不谈雪，不谈融
化，不谈温暖，不谈寒冷，不谈枯枝败叶，
不谈来年的春天，不谈棕熊冬眠，也不谈
南北各异，只是一前一后向着家的方向
走去，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响着，两个人深
一脚浅一脚在雪地上行走，偶尔说上一
两句话，寂静而辽阔。

我知道，无言的冬天不会泄露秘密，
只会把温暖的、善良的、感恩的一起埋藏
在飘落的雪花中。于是，记忆被再次打
开，像是风刮走了草籽，也像是风托举起
了草叶，举起了一个人内心升腾的温暖，

世界会因一株草的抬首低眉婆娑起舞，
万物在风中醒来，我再次想起了并不如
烟的往事。

小时候的冬天，雪总是下得很大，大
片大片飘落，纷纷扬扬飞舞，不多时，漫
山遍野都白了。要是能整整下一天一
夜，地上就会盖上厚厚的一层，洁白蓬
松，院落的腊梅、屋后的矮松，一大片，一
大片的白雪，可爱又饱满。每当这个时
候，一群小伙伴儿飞奔在上学的路上，天
地间霎时就有了温度和声音。欢声笑语
中，有些调皮的男孩子总会在一棵落满

雪的树下站立，等着女孩子们快走到跟
前了，便使劲一脚踹在树干上，雪就会落
在女孩子们的身上，大家笑着，追赶着，
一串串脚印被抛在身后。

雪静静下着，四处一片洁白，听不到
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睡
着了；白菜像一个胖娃娃，在等待被妈妈
抱回家；麦苗盖着雪被子正做着春天的
美梦；一些低矮的灌木，年老高大的椿树
在秋天就被喜鹊、麻雀占着安了家。此
刻，他们尽职尽责，像卫士一样守护着这
些生灵，守护着冬天的一切。

这些久远的记忆，在这个冬天被清
晰地打捞起来，是对童年的追忆，更多的

是想念那份单纯的快乐。漫长的冬天，
厚厚的积雪，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稍不留
神，就会遭遇摔倒的窘境。但那个时候，
少年不知愁，会带着粉色的帽子，跟不认
识的孩子打雪仗，滚雪球，会把自己的零
食扔在石头上，悄悄躲在一旁，等待鸟雀
来吃，会比赛看谁的食物被鸟雀吃的多。

用一炉炭火，隔着冬夜，把满屋子的
玻璃窗变得雾蒙蒙的，然后在上面用手
指写字，是小时候最平凡的幸福。喜欢
爷爷、奶奶围坐在火炉旁，说一些漫不经
心却轻柔的语言。他们说出的每个词都

带着温度和弯曲的弧线，火光捕捉着他
们满是风霜的脸，那是一个时代许多人
脸上共同的表情，而这些表情总会在某
些时候，爬上心头，是酸酸楚楚的想念。

十二月来临，风是冬天的耳鸣，雪是
冬天的天使，爱薄如冰面的反光。思念
是一种情绪，如果你问我何时归回故乡，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
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可是呢，冬天总不会是永远，严寒一
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疯狂生
长，拔节长高。那时，我会看到岁月是如
何奔驰，挨过了冬季，就迎来了春天。

（西安重装集团）

如果你有空 就陪我过冬
肖晓

这几天，同事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影片《天边的加油
站》中的王重庆，赞扬和感慨他的事迹。没能和同事一
同观看我很遗憾，于是怀着好奇心在网上观看了这部影
片，和大家一样，我被这份坚守、责任、传承的奉献精神，
深深地震撼了。

《天边的加油站》是一部反映新时代一线加油站职
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电
影。影片讲述了一个清纯感人的敬业故事。影片中王
重庆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石油工人，他在人迹罕至的天边
加油站独自坚守了 20 年，饱经沧桑却初心不改。除了
本职工作，他还为 109 户哈萨克村民提供生活上的方
便，也为每一个路人提供紧急救援。坚守换来的是村民
们的信任和认可，以至于在妻子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
儿子在恶劣环境下发烧到 40℃，村民们舍命相救。他不
仅对工作认真负责，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村子
里所有人的尊敬，与村民缔结了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
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个人。
故事感人肺腑，发人深思，令人回味。感慨之余，我想到
了身边就有许多像王重庆一样的人。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澄合矿业董矿分
公司综采队队长蒙天朝，他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埋
头苦干，从一名农民合同工，一路成长为采煤工、液压支
架工、检修工，再到班长、工长、队长。几十年里，不论是

“黄金十年”，还是“煤炭寒冬”，他都不离不弃，默默奉
献，在逆行中用坚守诠释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内涵。他
勤学善思、乐于创新，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精
神，刻苦钻研和创新，几十年里参加 30多项技术革新项
目，充分展示出他“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再如获得澄合矿业公司劳模称号的实业公司城区
分部部长张波，在他管辖的 15660 个住户，13 个住宅小
区，总建筑面积 94.27万平方米土地上，都留下了他忙碌
的脚步，治理小区环境、整治安全隐患、解决居民的急
心事、难心事。特别是 2020 年，他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50多天，安排门岗、入户排查，宣传、登记、消杀、管控、
代购，张贴警示、“五包一”落实，身先士卒。居民的不
解，他耐心劝导；居民的愤懑，他悉心化解，他以自己的

“凡人微光”去照亮生活、温暖居民。
像王重庆这样的同志，他们都有着坚定的承诺！有

着不悔的初心！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平凡岗位可
以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因为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
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澄合矿业实业公司）

初心不改勇担当
李俊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