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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贤媳铸家和
荫李卫东李志军 /葛泉矿

春 天 里 与 时 间 赛 跑
荫闫庆国 /邢东矿

我是矿工的妻子
荫张玲/东庞矿

从“厕所革命”说起
荫许保鑫 /邢台矿

多少次你出现在我的梦里

头顶着矿灯

迈着有力的步伐

走在长长的巷道

我没有去过你工作的地方

可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景象

我见过你升井后的照片

你的脸比煤还黑

眼睛却比矿灯还亮

那一刻，酸楚涌上了我的心头

嫁给了矿工

无论多晚我都会等你平安回家

每一次你升井后的电话

让一颗牵挂的心放下

我问你工作累不累

你说那里你的梦想在开花

你把奋斗的汗水洒在这方热土

你把无悔的青春献给了井下

作为一名矿工的妻子

我盼你安全生产、早点回家

你的心依恋着这片矿山

我愿和你一起努力

为东庞付出我们的美好年华！

暗夜里的微光
荫张明星 / 聚隆化工

休闲时光 东庞矿刘春贵 /摄

舞台 乔万勇 /摄

一个周末的早晨，朝阳给天空上了一层柔

美的暖色，很安逸，很闲适。一个瘦高的汉子背

着老母亲从楼上下来，妻子一手抱着未满周岁

的小儿子，一手提着一个折叠助行器紧跟着，

十二岁的大儿子抱着奶奶的水杯跑在前面来

到阳光最好的地方。“老二，又带你妈晒太阳

了。”街坊邻里向这个温馨和睦的一家投去赞

美羡慕的目光。

这就是葛泉矿保卫科马志敏相敬相爱和

谐美满的家庭。提起马志敏，单位领导同事、亲

朋好友、街坊邻里无不竖大拇哥。不仅是在工

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吃苦耐劳、勇于担当，成为

矿山保卫战线的骨干力量。也不仅是在新冠肺

炎防疫战打响之际，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毅然写

下请战书，志愿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去，接

受党组织的考验。也不仅是邻里和睦，相敬如

宾。让大家更加赞美的是与兄争孝，扇枕温衾，

亲尝汤药，数年如一日的孝母之情。

多年前，父亲的去世使马志敏悲痛欲绝，

子欲养而亲不待，感觉还未及膝前尽孝，父亲

已远去，那种心痛的感觉无以言表。他默默地

向父亲发誓，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尽己所能让

母亲过好每一天。哥哥要把母亲接去照顾，他

劝哥哥“母亲在矿上住惯了，到你那连个熟人

都没有，肯定不习惯。你又是司机，经常出门

不在家，还是跟我一块住吧，你有空常来看看

就行了，我保证照顾好母亲，你就放心吧”。母

亲留了下来，夫妻二人对老人照顾的无微不

至，出必告、反必面，一日三朝，衣食起居无不

遂愿。

老母亲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股骨头坏

死等疾病，为让老人减轻痛苦，马志敏夫妇四

处求医问药，几乎把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吃了

个遍，听说哪个老中医能治，立即前去抓药，熬

好后先尝尝苦不苦，烫不烫，再连同抑制苦味

的糖水端到老人身前，劝说着老人服下。去年

听说石家庄一个大医院能进行老年人股骨头

置换，马志敏又带着老人前去求医。住院期间

真是昼夜侍，不离床。病床上的老人喝水不方
便，就一勺一勺地吹试到适宜的温度喂母亲。

老人在床上躺得难受，他就不停地为老人按

摩。同病室的病友对他母亲说：“老姐姐呀，你

儿子比女孩子还耐烦……”

石家庄之行因老人身体原因没能做了手

术，为了让老人健康、愉快生活，夫妻二人学

会了简单的护理、保健和营养知识。老人行动

不便，上洗手间成了妻子必做的功课。怕老人

摔倒，妻子专门做了个环形带子，挂到自己的

脖子上，跟老人连在一起如厕，从未嫌弃过。

马志敏还自学了按摩，每天晚上，边按摩边陪

母亲聊天，讲讲笑话，讲讲以前的故事，把老

人逗得开开心心的。困难面前多自力，马志敏

的大儿子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就学会了替

父母端水送药照看奶奶，老人为此感到很自

豪，逢人就夸儿媳好，给老马家生了个懂事的

大孙子。

今年的春节很特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国。曾经当过村妇女主任的的老母亲，强烈要

求小两口放下顾虑到防控一线工作。马志敏在

家人的支持下主动要求到疫情最前沿工作，而

做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王丽，也始终活跃在綦村

镇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使

夫妻二人更加觉得沉重。

一次马志敏当班，妻子下班回家，进门看

到摔到在地上的婆婆和坐在奶奶身边哇哇大

哭的两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坚持大声恸

哭起来。

“丽呀，我是你们的累赘，啥也不能干了，

还不如早点没了呢……你们也就解脱了……”

老人对儿媳说道。

“娘，你是我们的亲娘，没有你哪有我们

呀，你不是我们的累赘，你是我们的支柱……”

“老大，你为什么不把奶奶从地上扶起来，

地上多凉呀，你奶奶腿是不能着凉的，你又不

是不知道。”

“奶奶太重我抱不动……”大儿子委屈的

哭述着。

马志敏总是感觉愧对妻子，跟着自己没有

享一天福，孝亲敬老，相夫教子，为这个家付出

了全部。夫妻二人微薄的收入几乎都花在了老

人身上，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有给妻子买一件像

样的衣裳，也不记得上一次为妻子送上情人节

礼物是哪一年，有的只是心心相印，牵手前行。

工作、家庭，老人、孩子。吃苦受累已是家

常便饭，但马志敏夫妇无怨无悔，以热爱生活，

珍惜所有的乐观心态，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感到

幸福美满。马志敏享受着出有老母叮咛，归有

老母召唤，妻贤子顺，其乐融融的每一天。

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春天的脚步很轻，春

天的步伐也很快。不知不觉地，你会感到一切都

在发生变化：大地苏醒了，树木在变绿，花草在萌

发，小鸟在歌唱，一股股温暖的气流在空气中升

腾弥漫，春天正向我们走来。虽然今年的春天与

往年不同，有些特殊，可是，春天还是要来的，春

天不等人，岁月不饶人，一年中只有一个浪漫的

春季，我们该应好好珍惜，在即将过去的春天里，

让我们抓住最后冲刺时间段，与时间赛跑。

首先，要珍惜时间。古圣先贤们为我们留下

了很多惜时的名言警句，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两千多前的孔子

曾站在汹涌奔腾的河边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说的是过去的一切，包括消逝的时光

就像这滚滚东去的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夜，奔

流不息。可见，时间是多么的宝贵，一去不回头。

正所谓：“时不待我，只争朝夕”。因此，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浪费时间，尤其更应该珍惜春天美好的

时光。

有人认为，每个人的时间不就是一天 24个

小时吗？其实不然，时间是最公平的，它确实给每

个人都一样的长度，但时间又是最不公平的，因

对时间的重视程度不同，它给每个人的时间价值

又有很大的差别。正如前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所

说：“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它从不多给谁一分，

勤劳者能叫时间留下串串果实，懒惰者只能让它

留给他们一头白发，两手空空。”因此，有人说，世

界上最长而又最短，最快而又最慢，最平凡而又

最珍贵，最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可见，时间是多么的神奇。一句话，珍惜时间，一

天就大于或等于 24个小时，浪费时间，一天就小

于 24个小时或一文不值。

其次，要恪守时间。守时是珍惜时间的一种

做法，也是一种修养。在交往中，与别人相约时，

一定要按时赴约。在交谈中、工作中，要长话短

说，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既是珍惜时间，也是

尊重他人的表现。对平时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应完

成的工作或任务，也要努力按时完成。鲁迅先生

曾说：“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时间就是性命，

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

等于慢性自杀。”

在春天里，我们只有做到惜时、守时，才能

掌握时间的主动权，才能赢得与时间赛跑的先

机。

今年春节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給了我们太多的反思机会，虽然，出门少了，出

去应酬少了，但和家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使家庭

更和睦了；?不能出去游玩了，用于工作的时间

长了；喝酒少了，身体好了等等，有失必有得，虽

然，今年春节过得有些不同往年，但也有些收

获。原来，过去许多的不必要的应酬也是可以省

略的，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时间，把

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用于追求梦想，追求健康

的生活。

近日，冀中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印朝在微信上转发了

一条中国重汽集团官网发布的重磅新闻，说得是中国重汽集团

董事长谭旭光在其企业内部召开“厕所革命”专题会议的讲话。

杨董事长的转发引起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普遍关注。以“厕

所革命”为切入点，看似“小题大做”，实则是为了彻底唤醒干部

职工的责任意识，推进企业管理生态的优化。这对于当前我们

正在大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和环境治理工作，有着现实而

强烈的借鉴意义。

开展“厕所革命”，彰显了股份公司全力推进“爱国卫生运

动”、做好环境治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环境卫生质量是企业管

理水平的标尺，小到一个厕所的卫生保洁，都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企业员工对待精细化管理的态度。改善厕所卫生状况，不仅

事关企业职工的健康和矿区环境的改善，还关乎着企业良好形

象的树立。杨印朝董事长对“厕所革命”事件的关注和转发，不

仅体现了他对企业职工、矿区文明的高度关切，也彰显了公司

党委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的务实作风，为公司各矿厂全面

从严管控推动环保责任落实、狠抓重点环节提升环保管理实效

注入了强大动力。

开展“厕所革命”，是企业倡导在全公司范围内大力开展矿

区生产环境、矿区办公环境、卫生防疫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的缩

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国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的当下，在我市提出环境治理年内“退十”目标的背景下，我们

务必要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抓手，提升标准、强化职责、持续改

进、巩固成果，形成领导带头、人人动手抓环保的工作新局面，

掀起企业环境整治新高潮。

开展“厕所革命”，体现了企业服务职工的发展理念。厕所

问题不是小事情，切实为职工生产生活营造一个干净、优良的

环境，是关系职工工作生活品质的大事。一个厕所的整洁卫生，

可以折射出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人文关怀，使职工体会到在企业

工作岗位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从而更大的激发出我们的工作

责任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爱护环境卫生的好习惯。那

么，就让我们以“厕所革命”为突破口，不断改进提升，助推环保

管理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3月 31日夜班，氯碱厂丁班班长苗华刚在设备之

间不紧不慢的走着，随着这一圈巡检临近结束，他下意

识的看了一下手表，时针马上就要指向午夜了。

“苗哥，苗哥！”对讲机里传来声音，“仓库里灯灭

了，黑着灯没法出料，明天早上再配料行吗？”

“明天早上？”他心理暗自计算着———明天早上就

要进行计划内的上游停车检修，按原来的方案，到明天

早上准备把各个原料储槽装满，不然的话，上游一停

车，一次盐水的料就供不上，整个正常运转的离子膜烧

碱就成了无米之炊……

“不行！”他对着对讲机喊着，“今天晚上一定得把

碱槽、亚硫槽装满，所有的槽子都要满。”一面说一面加

快脚步向一次盐水走去。他心里明白，平时岗位上的这

些同事们都是精兵强将，一般小困难不会难倒他们，今

天应该是碰上难题了。

来到盐水仓库，仓库里一片漆黑，本来挺亮的照明

灯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灭了，仓库里哪里是料，哪里是

车，哪里是路，一点也看不见。

“苗哥，要不咱们明天天亮再配？来得及。”

“不行，明天早上时间太紧了，万一有点差池，不就

耽误生产了吗？”

“这怎么办？这么黑，电工也不能登高作业呀？”

“不用，我站在这儿，给你们照亮。”

“苗哥，你这肋条盯得住吗？”

苗华刚前一阵子帮邻居干活时，不小心挤了一下，

当时光觉得疼，没想到一检查肋条折了四根！这几天一

直戴着绷带坚守在岗位上，同事们不让他干累活，让他

多休息，但是他始终闲不住。

“没事儿，大家快点！”

大家不再争辩，动手的动手，动车的动车，倒截门

的倒截门，全部忙碌了起来。

叉车的轰鸣又响了起来，叉车的影子，在苗华刚照

起的光里不断地变长，变短……

终于，储槽满了，中间槽满了，大家都长出了一口

气，都不由自主的望向苗哥，那里，有一束光始终亮着，

始终亮着……

群鸭嘎嘎鱼现影，麻雀啾啾鸟齐鸣。

玉兰朵朵蝶起舞，芳草萋萋花落红。

小桥绿水柳垂丝，书亭假山石径斜。

清泉落石玉珠溅，群鸟晨鸣百花开。

柳垂鱼咬荡绿波，鸟语鸭唱鹅引颈。

如毯寸草渐吹绿，杨树枯枝现嫩芽。

林深显径幽，碧水映天蓝。

玉兰争宠开，一夜香满园。

邢东春语
荫谷志燕 /邢东矿

想起老家的香椿树
荫冯文岭 /段王煤业

前几天，去菜店买菜，发现一小把一小把新鲜的香椿芽，顿时

喜出望外，赶紧买了一把。回家洗净、焯水、切碎、拌上打好的鸡蛋，

为爱人和孩子炒了一盘香椿鸡蛋，爱人和孩子都说好吃。看着两人

津津有味的样子，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童年，使我想起了老

家的香椿树……

我的老家在冀南平原的农村，老家院子里的堂屋门前，有一棵

五六米高、一搂多粗的香椿树。它四处伸展的枝桠，就好似一把撑

开的雨伞，为小院遮风挡雨。究竟是什么时候栽下的，我已经不记

得了。只是每到春天，大约是在清明或谷雨前后，它便像刚刚睡醒

的少女，打着呵欠生长出嫩嫩的香椿芽，当香椿树悄悄地冒出有点

暗红、嫩嫩的新芽，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着饱满的光亮。此时的香椿

芽便成为我们全家早春改善生活时必不可少的一道食材。

母亲摘下鲜嫩的香椿芽，用凉水冲洗干净，扔进滚烫的开水锅

里，随即捞出来，切碎放进盆里，再把白嫩的豆腐切成小块，只需要

放些盐和香油，一道香椿芽拌豆腐就算完成了，嫩绿与白色交相辉

映，那香味瞬间便会溢满房间。母亲有时会把香椿芽切碎，拌上打

好鸡蛋，在锅内翻炒几下，一盘金黄、淡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便熟

了，不仅颜色十分好看，而且相当美味，那沁人心脾的香气让我至

今难忘。

现在，市场上四季都有香椿芽卖，但大都是人工种植的反季节

香椿芽，虽然看着鲜嫩，可就是吃不出儿时的那种味道。每当看到

香椿芽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父母忙碌的身影，想起了老家堂

屋门前那棵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淡淡香气的香椿树，让我回味、让我

留恋……

有人说，生活中那些让人们觉得很累的瞬间，往往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反而是那些细微又琐碎的小事，却能够轻易的

击垮你。

一次周末两人带孩子出门吃饭、逛游乐场，到了晚上，小姑娘被马路边的“钓鱼”小摊拦住回家的脚步，我们尽量满足她

的要求，片刻后，就开始耐心地劝说，毕竟回家到可以睡觉中间还有很多琐碎的步骤，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妈妈微笑着说，

“一看孩子平时就是爷爷奶奶带吧！”我笑着点头，“上班没时间带。”“嗯，看着耐心又温柔，我都自己带她，每天不知道训斥

多少次。”言语之间有抱怨，却也有愧疚，每个人都想要成为孩子心中一个耐心、友好的父母吧，但每天照顾孩子穿衣、洗漱、

吃饭各种琐碎的细节，可能会打败每一个温柔的灵魂。工作中也不例外，我们可能每天重复的一样的工作程序，面对这同样

的操作流程，在任务突然加重，总是在琐碎的步骤中感到力不从心，面对同事或家人出现情绪失控，而往往这样的瞬间会让

你懊恼、后悔，失去一天的好心情，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完成这些琐碎的工作，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你的坏情绪却

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转变。

李开复说，“享受那些人生中的小事吧，因为有一天，当你回头望，会发现它们一点也不小。”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样

的经历，当听到一首过去的歌、看到儿时喜欢的故事书，我们在这些细小的事物上，勾起自己曾经美好的时光，某个天气舒

适的傍晚，放学后和小伙伴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拿着喜欢吃的零食，聊着今天某个同学讲的笑话。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为自己的学生上了一堂关于幸福的课，他拿着一个空瓶子说，“人生只有一次并且生命短暂，你每

天过的幸福么？”说完他讲一盒高尔夫球塞满了瓶子，并问“瓶子满了吗？”学生回答满了，接着他又拿出了一些碎石，而后又

拿出了一些沙子、一瓶啤酒，瓶子才真正的被填满。

这个故事中那些高尔夫球象征着人生中重要的东西，比如梦想、家人、健康，但真正塞满人生的却是无数的、琐碎的小

事，所以要拥有幸福的人生，我们要在乎那些重要的事，也笑着面对和享受这些琐碎的小事，它是你生活的姿态，更是人生

的幸福回忆。

别让琐碎打败你
荫史玲 /章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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