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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瑞能煤业中心广场，又是蜂飞

蝶舞、绿意葱茏的季节，但比这更迷人的是
这里浓郁的文化气息。在广场转一圈，似
乎每一个景点会说话，每一棵草木能传情。

清晨，广场在晨练人们的身影中热闹
起来：塑胶场上跑步的，健身器材上活动筋
骨的，修身石旁打太极的，莲池边悠闲拍照
的，文化墙旁跳舞的，不同的活动方式使
清晨的广场平添了更多情趣。

曾经，这里是一个杂乱的洗煤厂。公
司为弘扬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思想，落实

“五位一体”廉政文化建设模式，将党风廉
政建设和中心工作相结合，倾力打造了文
化墙、静观园、尚君林、莲池、修身石等既
反映廉政文化内涵，又兼顾教育性、文化
性和趣味性的广场。

步入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静观
园”。一块由职工雕刻的石碑立于园中，

“静观”二字来自“万物静观皆自得”，以润
物无声的形式传递着廉政文化正能量。
园中最特别的是石碑旁边由枯树打造成

的迎客松，傲骨峥嵘，正直朴素，周身斑驳
的痕迹象征着公司一路走来的辛苦，旁边
一副题词：迎天下朋友，客满笑而来；聚人
间风情，客满悦而归。广场虽小，也诚挚
欢迎朋友们的到来。

再往里走是由废旧沉淀池改造的莲
池。池里别致的山，古朴的水车，清澈的
水，摇曳的荷，嬉戏的鱼儿，像一副流动的
画镶嵌在广场中心。莲池，用莲出淤泥而
不染的高洁品质教育人们洁身自爱，提醒
党员干部做人做事风清气正。对这个莲
池，我有特殊的情感。忘不了倾盆大雨中
工友们挽起裤管在泥浆中灌注池子的身

影，忘不了烈日暴晒下他们在刺耳的切割
机声中铺平池壁的艰辛，更忘不了寒风凛
冽中雕琢冰晶雪人装扮荷塘的执着……

紧挨着莲池的“尚君林”，借用竹子“身
形挺直宁折不弯的正直，有节却不止步的
奋进，外直中空襟怀若谷的虚怀”展示优
秀传统廉政警训，与观赏者架起心灵共鸣
的桥梁。静观这片竹林，我迷恋的不再是
竹子本身，而是感动于育林人躬耕的姿
势。他们以一种担当和责任，无怨无悔地
付出让老矿区旧貌换新颜。竹子，生长速
度很慢，正是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人们可
以看春竿破土、修竹葱翠，听嫩叶和风细

说成长的经历；可以听池水潺潺、鸟语啾
啾，观老叶随风飘落，所有的变迁，都在矿
区老少的笑容里。

竹林正对着的“修身石”由吸水石打造
而成。取其自然界的吸水石为原材料，用
其自然吸水性的特性，寓意人们要自我净
化、洁身自爱。石上安装长流水，要求人们
一年四季要洁净。

阳光，碧水，蓝天，青山，春意盎然。在
这个广场上，欢快奔跑的孩子们银铃般
的笑声里，传递着少有所乐的天真烂漫；
辛劳工作的中青年人闲暇时，篮球场上
酣畅淋漓的奔跑中，感知中有所怡的健
康生活；步履蹒跚的老人在恬静安然中
享受老有所养的温暖，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都在这里生动呈现出来。这里的
每一处变化都是企业发展的生动体现，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都能触摸到企业
发展的脉搏，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便
利，任岁月如流，不变的是公司对职工的
真情厚谊。 （黄陵矿业瑞能煤业）

朋友对我说，母亲年轻时候，也应该是个
大美女。说实话，我以前从未这么觉得。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以一个中年妇女
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中等身材，一头短
发，皮肤有点黑，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爱唠
叨，爱发脾气，勤劳又善良的农村妇女。

我家“英子”兄妹 8 人，她是家里唯一
一位没有上过学的孩子。那年她 8岁，本
应该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上天却跟她开
了个玩笑，那年正好赶上我的表姐出生，
家里人都忙着挣工分，所以照看孩子的责
任硬生生的让我外婆安排到她幼小的身
躯上。就这样，她从此和上学“一别两
宽”。没文化，这也成为她人生的一大憾
事，但是她从来都没在我们跟前抱怨过。
也许在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女孩上不
上学都一样，反正迟早都要嫁人的。只是

有时候我们无意中开玩笑，说她大字不识
一个的时候，她才会假装很生气地说：“别
人笑话我，你们也笑话我。”瞬间我觉得自
己是多么不懂事。

“英子”嫁到我们家，也没少受苦，虽然
在大事上，父亲也没让她多操心，这么多年
也没跟她红过脸。但是家里孩子多，加之为了
养家糊口，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每天她也是
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十几个小时从未停歇。

“英子”年轻时，脾气不好，有时候对我
也是大吼大叫，破口大骂。一会儿嫌我啥
都不会干，一会儿嫌我吊儿郎当，不好好读
书，一会儿又嫌弃我啥心不操。以至于有
段时间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捡来的？趁她
不在家，我还偷偷翻箱倒柜，看看是不是能
找到收养我的证据，最终无功而返。现在
想想当时的自己是多么愚蠢至极。

随着我们姐弟三人慢慢长大，对她的
印象也逐渐有所改观，勤劳、善良也成为她
的代名词。以至于在高三那年，我写下“寒
窗苦读又一年，只为接母逛长安”的诗句。
也许这是我对她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最
美好的期许。2011年，西安世园会开幕，我
带她跟父亲一起去西安参观，一路上母亲
不停叮咛不要乱花钱，一切从简。

2013年，我的孩子出生，从孕育到出生
再到抚养，我彻彻底底感受到了为人母的
那份艰难。我更加能够理解当年的她，可
能也有自己难以诉说的心酸。

最近几年，母亲一边操持家务和耕作
农田，一边帮我带孩子。闲暇之余还给别
人打零工，补贴家用。每次回去我都觉得
她好像又老了一点，身体也大不如从前。
即便如此，可她也从来没在我们跟前有一句

抱怨。但是唠叨的毛病还是没改变，一会儿
嫌我光顾着看手机，也不抽时间管孩子学
习，一会儿说我好吃懒做，不求上进。如果
不是有个“铁饭碗”，看我以后可怎么办……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自己像
当年的她，爱唠叨、爱操心也成了我的家常
便饭。以前，我老想离开家，脱离她的怀
抱，现在的我，有事没事就爱给她打个电
话，说说心事，唠唠家常。

每年“三八”妇女节，还有她的生日，我
从未忘记，哪怕一个电话、一个礼物、一个
红包，也想表达一下我对她的思念。我想
别人有的，她也应该有，就像当年她对我！

有人说世界上本来没有神，所以创造了
妈妈。是啊！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在一年
一度的“三八”妇女节，祝所有的“焕英”妈
妈，幸福、安康！ （蒲白建庄矿业）

你好，我的“李焕英”
郑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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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些日子没出门了，远离喧嚣
且闲适安逸的独居时光亦为难得，也
是一种新体验，宁静、清新。

每日倚在窗边，沐浴着舒适的暖
阳，读喜爱的书的确是幸福的。一页
一页地翻阅着，徜徉于书海之中，北
京城的厚重、李鸿章的多个“第一”、
大明朝的历史解读……这一切让我
在夹杂着油墨味道的文字里怡然自
得，似乎聚会、游戏、购物并非是自己
生活的重心，简单的生活也能获得满
足。正如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
在《瓦尔登湖》中所说：“我愿意深深
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
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
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
处，以简单最基本的形式，让生活回
归到简单，简单，再简单。”

1845年 3月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
小木屋，6月入住，只带了极少几件物品：一张单人床、一张
书桌、一个铁炉、一只水壶和三把椅子。他在小湖边开荒
种地，自食其力，过着近似原始的、极其简朴的生活，直至
1847年 9月离开小木屋。梭罗的故事似乎更好地告诉人
们：放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包括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
及人事交往，简单生活，安静做自己，其实挺好。

古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
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为了
有更多的钱，住更高档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上更好的
学校……人们浪费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度追求着声
色物欲的享受，让生活变成了负担和麻烦，错过了许多
让你生活丰富多彩的机会，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内心在一
天一天枯萎。

然而，又有多少人能明白：懂得舍得之道，简单一点，
少一些复杂的想法和欲望，生活会变得轻松而愉快，内心
世界会愈加丰富。

所以，抛开一切不必要的虚荣和贪图之心，跳出压力、
勇敢地放下包袱，以真实对己，以真诚待人，过上丰富、健
康、和谐、休闲的简单生活吧。 （韩城矿业象山矿井）

1989 年，我出生在关中平原。自打记事起，家门
口就有一扇陈年的黑色老木门，杨木结构，厚实而沉
重，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它没有光鲜亮丽的漆色，钢铁
的坚固，更没有玻璃与合金装饰的气派，但它是我童
年心中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那个年头，关中平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木
门。首先是门框门楣，镶在墙体上，支撑固定门框，再就
是两张门扇，门扇上整齐镶嵌着四五排铁质凸起，上面两
侧各有一个门环，其下面是门闩和插销，用于锁门，木门
两侧下方各设有一个石质门墩，用于固定门轴，其中间便
是门槛。小时候，我经常会坐在门墩上玩耍，门前人来人
往，四季风雨变化，日升月落，群鸟飞逐，自由自在。

孩提时的我，对家里大门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世
界就是我目所能及的地方，门内是家，门外就是世界。回
家再晚，只要踏进这道门，心里就踏实了。记得小时候，
父亲几乎常年在外打工，每年的年根，父亲总会如期回到
家里，走到门前，放下行囊，深吸一口气，感慨万分，也许
那一刻他想到的是这一年的不易和回到家的幸福。

随着家里经济好转，家里的黑色木门换成了红色
小铁门。再后来父亲决定另辟庄基地盖新房，红色小
铁门也被高大的铁门代替，但它们都见证了我们家的
日子越过越好。

我是个念旧的人，虽然有了新家，但我还是会回老
宅看看。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红色小铁门已经锈迹斑
斑，如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抽开门闩的那一刻，我
仿佛回到了童年，无数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快速闪现而
过，我仿佛还是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爷爷的笑容
依旧慈祥，面容氤氲在深秋的浓雾中，还是那么熟
悉。狭长的院落中，后长出的几棵桐树茁壮成长，遮
蔽了阳光，屋檐下麻雀活跃，倏忽跳跃，一阵风吹起，
树叶簌簌而下。后院的角落里，我看到了最初的木
门安静地躺在那里，多年的风吹雨打让它已失去当
年模样，布满了青苔和蛛网，腐朽在蔓延，漆色已褪
去，完全寻觅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当年亲手打造它
的爷爷，也早已化作一抹尘土，留下的只有怀念。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了，转头看时已匆匆
数年，故乡依旧在，人是而物非。家里的大门，是缩小
版的人生百态，尝尽了酸甜苦辣，也习惯了春花秋
月。家里的大门，几经变迁，完全没有了旧时的气息，
但门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根就在哪里，魂牵
梦萦的地方，是内心最脆弱的触点，不经意间的回想，
总会让你内心思念起伏。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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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虎山娘的脸扯得比瓜蔓长，
跟儿子说话嘴里就蹦火星子。她说娜娃
到底去哪儿了？年节了也不通个信。虎
山不答话，低头只顾和婆姨包饺子。老
人更火了，拍着炕沿喊道，娃再不回来，
小心我砸了饺子锅。

虎山是个大孝子，忤逆娘的事从没做
过。村主任三叔和文书从门前过，以为娘
俩置气了，把虎山扯在一边问，娜娃到底去
哪儿了？咋就不跟你娘说呢？

娜娃是虎山的独生女。半岁时，虎山
两口子南下去打工，孩子就交给
老娘带。老人家喂饭、穿衣、送上
学日夜操劳，出门割草、打柴、收
谷子都牵着心。几年前娜娃上了
医学院，毕业又在煤矿工作了，
两人见面才少了。但逢年过节，
娜娃还是会早早回来的。这回
怪了，都快年三十了，还不见个
人影儿。难不成正月初三婆过
八十大寿，她都忘了？

走出门，虎山瞅瞅身后没跟人，附在
三叔耳根说：“娜娃今年不回家，说是为了
减少流动风险，就地过年哩。”

三叔称赞说：“对对，政府是有这么个
号召。”

村文书说：“要说家和单位距离也不
远，这娃娃与大家同坚守、共甘苦，觉悟高

着呢。”
三叔笑笑说：“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

了不起。”
虎山垂头丧气地说：“可我娘就盼望个

热热闹闹的‘团圆年’，因为这个我才不敢
说哩。咳，我都愁我娘的寿诞咋办呢？”

三叔说是有些麻缠。
“说啥呢？！我肚量大着呢。”突然屋

里传来了呵斥声。老人耳不聋眼不花，隔
墙的“悄悄话”都听见了。她说：“国是千
万家，家是最小国。娃娃去尽力，我支持

哩。”老人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委员，说
起话来头头是道。为公，她曾把口里省下
的粮食送给村里当籽种；为邻，她把自家
牛拉到缺劳力人家地里帮过忙。大事小
情拿得起、放得下。

见娘如此开通，虎山呵呵笑着说：“早
知道娘心胸宽，我就不用打遮掩了。娘，我
给您端饺子去。”

娘唤住虎山说：“我能和娜娃说说话
吗？”虎山犹犹豫豫说：“我联系下看娃娃有
空不。”

视频接通了。娜娃穿着雪白的防护

服，戴着天蓝色的大口罩，一双毛眼眼水灵
灵的。她拉下口罩，喊了声：“婆——”眼泪
就顺着脸颊滚珠子。虎山娘说：“我娃不
哭，啥都好吧？”娜娃说：“好着哩，婆。我正
在单位搞疫情防护消杀呢。今年您大寿，
我不能回家了，您也不要邀请亲朋大聚会
啊！”虎山娘说：“好娃哩，婆懂。咱家这几
年养羊、种果、盖新房，都是托了国家精准
扶贫的福，咱要知恩图报哩。再说婆也不
想老，好日子还要多过几年哩。”

虎山挤进镜头说：“娜娃，你爱吃的云
云馍爸给你留着哩。”

娜娃说：“爸，不用了。单位给
我们准备的年节大礼包，就有咱
家乡的醪糟、稠酒、云云馍呢。”阳
光温柔地落下来，迎春花突出了
鹅黄的芽。娜娃说：“婆，等疫情
结束了，我回来带你去河边挖野
菜、看桃花、听鸟叫，咯咯咯。”

“好，好！”虎山娘满是皱纹的
脸，喜乐成了一朵绽放的菊。

初三早晨，虎山婆姨给娘做好了鸡蛋
羹，房前屋后不见娘的人。虎山去找，就
看见娘和三叔在村口防控卡点说着话。
桌上摊开的手绢包里放着一摞钱，50、
20……各种面值都有，蜷蜷曲曲的。娘
把积攒的零花钱，要捐给防控点的志愿
者。三叔不让，虎山娘不准，说这是她的
一片心意，两人僵持不下。

虎山说：“三叔，收下吧。今天是我娘的
生日哩，这样过才特别。”三叔无奈地收下了。

转过身，虎山讨了个红箍子套在胳臂
上。他也要干义务监督员了。（运销集团）

别致的生日
孙文胜

WW 微小说
eixiaoshuoeixiaoshuo

梅
剪雪裁冰临风，
不春自在飞红。
志逸高洁与共，
诗辞声颂，
众芳群妒平生。

兰
三枝两叶珠芽，
简心清素霜葩。
冷艳孤决俊雅，
春秋冬夏，
正人君子芳华。

竹
筛风弄月萧疏，
劲节清雅脱俗。
洒洒潇潇秉赋，
一家风骨，
谦谦君子德淑。

菊
黄花瑟瑟凌霜，
粟金拔蕊吐芳。
遒枝拖蕾怒放，
风流模样，
墨青柔叶扶香。
（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

诗词四首
张红

瑞雪兆丰年 陕化公司 胡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