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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公园，乌江河畔

苍松掩映的烈士陵园

一场战役数以百计的先烈

他们的身体与灵魂安卧其间

仿佛听到隐约的军号声

仿佛听到隐约的呐喊声

墓碑上寥寥的文字

浓缩了一段烽火岁月

记载了彭水解放的经过

静立的墓碑

仿佛一记重錘

将迷途的人们敲醒

不忘初心 方能笃定前行

牢记使命 方显责任担当

烈焰在无情咆哮

树枝发出了哀嚎

你一定只是困了 身体

在烈火中那么平静地

那么安详地蜷缩着

握紧的拳头

严肃的表情

那是你的倔强啊

瞬间肆虐的火舌

吞没了你年轻的身影

来不及说声珍重

亲人的呼唤啊

在峡谷中回荡

人们的眼泪啊

洒落在颤抖的枝叶上

为什么不应答

不应答……

心如灰烬般破碎

闪烁的烛火

在风中摇曳

人们的哀思写在脸上

痛在心里

安息吧！扑火的英雄

安息吧！我们的亲人

祭凉山英魂
——致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扑火英雄

□严晓宇

忆 先 烈
□蒋海南

冬天枯槁

捡拾苦和黑

一如那些颓废的树枝

倔强挺立

粗糙如老人

皮肤干裂，内心酸涩

拒绝绿叶的铺垫

阳光和水，没有花期

一如未婚先孕的小魔女

生下的孩子

小名就叫春天

一如朝圣者路途中

一株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

春天，你从南方来

穿过北京城

由北向南穿过马连道

穿过一条街的四季和茶香

穿过二十多年时光

找一家湘菜馆喝酒

你还是当年那样青春年少

开怀畅饮。一瓶不够

再开一瓶，喝不完我带走

当我们醉了

春天也跟着我们烂醉如泥

春天是冬天结
出的果子(外一首)

□非 墨

春天，为你写诗

千山万水并峭壁岩壑

其间不辞酬道的攀爬冲锋

增值脚步高拔躯骨

这被冠名为旅途的生活

劈雳制造了很多伤口

风雨留下几多隐痛

张口叹謂托腮沉默

空洞的蚂蚁惶惑的爬虫

时常袭扰胸脯甚至五脏六腑

这样的时候什么也不言说

观音也念叨阿弥陀佛

让自己舔完刀口下的血流

让自己尝尽枪口前的奶乳

谁会挽留谁会救赎

只有拼命凿开一条大河

迎接浪谷波峰

让奔涌不息的激流

泅渡昂出水面的头颅

戈壁大漠无法迷失脚步

莽原阡陌更加觉醒眼眸

泥巴和石头的品质力量中

听一声民歌品几缕谣曲

一寸心跳亮起萤火

寂寂放光发热的旅途

减去脂肪赘肉删尽欲望奢求

沙砾冶炼餐风露宿的风骨

岩壑健壮征山战水的血肉

江河延伸梦里梦外的绿洲

揽阳光雨露也携冰雪无阻

以永远的去意与来路

渡引沉浮起落跋涉春夏秋冬

生命过程 (外一首)
□胡安超

因为漂泊

春天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百花争艳，朋友圈齐刷刷的春游

踏青、姹紫嫣红，好不热闹，茶树也在悄悄地沐浴着春的恩泽。

清明前后，休憩了一个冬的茶树开始疯狂地冒新芽长新叶，清明新茶是茶期

的头茶，最是嫩绿，最是清香。

家乡有一片不大的茶山，是家到学校的必经之路，有童年欢快的记忆。每到

出新芽的时候，小伙伴们挎着小竹篮相约去茶山采茶叶，一叶一芽或两叶一芽是

最好。大家两只手齐开工，在一片墨绿色的海洋中，找寻、采摘嫩绿色的新芽。

偶尔还是忍不住孩子爱玩的天性，采着采着就跑开了，去山上找野灯笼果或去山

涧找小蝌蚪；玩着玩着，又想起大人们的叮嘱，收起玩耍的心回来继续采茶叶。

一个上午的时间，大概能采摘够一锅烘制的。采回来的嫩叶要敞放在簸萁

里，不然嫩叶会被捂的发热蔫了。我总是喜欢把手插进新叶里，捧出一大把，再

慢慢地将嫩芽抖落下来，享受着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还有手上留下的新

茶的清香味。

烘制茶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让湿茶叶脱水的过程，却也像一个催眠的过

程。先用大火去除新叶上的绒毛，嫩绿的新叶在炽热的铁锅里，被上下翻炒着，

为了不伤着脆嫩的新叶，都是用手翻炒，而手直接与锅接触，也能更好地感受火

候。上蹦下跳的嫩叶们在双手的安抚下，逐渐变得安静，身形慢慢变得柔软，满

满一大锅的茶叶已经缩的只有小半锅了。待到嫩叶都蹦跳倦了，像玩耍的孩子

们困倦来袭需要睡觉，但在它们睡之前，抓紧时间把它们盛到簸箕里给它们做个

疏松筋骨的“按摩”，将它们揉捻成一团再抖散开来。如此反复后倒进锅内再小

火烘制，嫩芽由翠绿逐渐变成墨绿，体型也渐渐脱水了，茶叶的烘制过程便结束

了。但还不能着急装袋，得再等一会儿，让茶叶散散热气，待彻底冷却，茶叶也变

得轻脆了，此时再将茶叶装袋密封保存。

等一切忙完闲下来的时候，烧一壶开水，抓一把刚炒制的新茶泡上一杯，静

静地看它们干瘪的身形漂浮在水上，继而摇身一变，成为一群舞动的精灵们，在

杯中相继舞蹈；又像一群魔术师，将透明的玻璃杯变的碧绿澄清。端起杯子，品

上一口，一股清香滑过喉头。这样的新茶也只舍得喝这么一次，便要包装保存起

来，随后拿到集市上换取好价钱，以保障我们的学杂费。

已有多年未曾采摘茶叶了，家乡的茶园也无人打理，日渐荒芜。回家时有几

次路过茶园，都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眼，多想走进去摘几片叶子，可是时间的紧迫

令我不能停留，心中难免失落和遗憾。所幸，我现在住的地儿就叫茶山镇，有机

会定要去一趟茶山，体验一下采茶过程，释放我的小小情怀。

我的父亲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只做了一门工

作，那就是修铁路。他的青春、事业、家庭都离不

开铁路，是一名真正的铁路人。他常将当年的获

奖证书和他的铁路制服翻出来凝视、抚摸，沉浸

的目光中闪烁着光亮；他的故事在家中时常被提

起，不断流传。

那一年，他 18岁，带着母亲为他连夜纳的布

鞋和嘱咐，带着相恋的女友的期盼和自己的梦

想，坐上了载着几十人的敞篷车，加入了铁路建

设的大队伍。那是1964年。

那一年，在湘黔线修建大龙大桥时，大雪纷

飞，寒风刺骨，时任机械班的带班组长的他，上完

夜班正在房间休息，突然有人惊呼：“3号基础混

凝土快被水冲了，抽水机都出故障了……”他还

没有听完，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边跑边穿衣服，直

奔现场。来到事发地点，那儿已围了许多人，个

个神情焦急，束手无策。他看了看现场，边脱衣

服边叫工友拿安全绳，唰唰地下到了十几米深的

基坑，潜入水里把抽水机的管子捞起。“是渣子堵

住了进水口”，他迅速作出了判断，几分钟就排除

了险情，抽水机又开始工作了。大家终于舒了口

气。桥墩基础保住了，可是他已经冻得瑟瑟发

抖。在庆功大会上他获奖了。那是1970年。

那一年，在枝柳铁路线，几个月大的女儿深

夜突发高烧。他抱着女儿翻山越岭、汗流浃背，

气喘吁吁地赶到十几里外的镇卫生所。女儿的

高烧温度终于控制下来了，他长吁了一口气，黝

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1972年。

那一年，他离家已有 2年多了，领导特批他

10天探亲假，他心情无比激动，想到上次离家时

咿呀蹒跚的女儿，满脑子里勾画着与爱人、女儿

见面的场景……当他跨进家门时，看到一个躲在

爱人身后的小女孩，怯生生地望着他、躲着他，一

个七尺男儿眼眶湿润了。那是1975年。

那一年，在修建大庸粮食专用铁路线时，七

八个人围在准备下沉的沉井旁，一筹莫展。几台

抽水机都排不干水，无法开展沉井下沉操作。他

自告奋勇，带领了两名工友下到井底，改变了原

先的方法，加大加深集水坑，将抽水机集中抽

水。他成功了，受到了段长的高度表扬与肯定。

那是1978年。

那一年，他被单位选派去了铁路技工学校脱

产学习1年。只有初小文化的他，刻苦学习，熬夜

攻读。通过了全部考试，顺利毕业。那是 1984
年。

那一年，在修建衡广铁路田兴隧道时，他任

机械班班长，带领同志们管理空压机和发电机。

24小时待命，机械一出故障，他总会第一时间赶

到，及时排除故障，从未影响工程进度。隧道通

车后，获得了立功证书。那是1987年。

那一年，在修建三茂铁路线时，他担任机械

班班长。工作积极，任劳任怨，随叫随到，得到了

工程队和工程段的好评，受到了提拔，成为了一

个机械领工员。那是1988年。

那一年，在修建侯月铁路线时，指挥长点将

安排他担任指挥部砂石场的机械领工员，管理砂

石场。完成了几十万方的沙石料的供应，保障了

施工生产，他获得涨一级工资的奖励。那是1994
年。

那一年，在修建西康铁路时，也是指挥长点

他的将，安排他负责建设砂石场。文化程度不高

的他，自己设计石料加工场，自己放线，带头工

作。终于不负领导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保障了施工生产，得到了指挥部的表彰。那是

1995年。

那一年，他带着心爱的铁路制服，依依不舍

地离开了他珍爱的工作岗位——光荣地退休

了。他的女儿——我，接过了父亲肩上的责任，

成了一名“铁二代”，也成了一名铁路人。那一年

是1999年。

父亲的故事我常听不厌，父亲的故事使我倍

感自豪，父亲的故事使我获益匪浅。因为父亲时

常教诲我：要干老实事，说老实话，做勤劳诚实的

人；要把工地当作自己的家，精打细算，做勤俭持

家的人；要不断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上进的

人。

父亲，有他的铁路故事；我，也会有自己的铁

路故事……

本报成都青白江讯（通讯员赵

朝锐）3月底，四公司机关工会利用

周末时间，组织本部职工开展了

“亲近自然、沐浴春光”春季踏青活

动 。

活动中，四公司机关工会为一

季度过生的职工筹备了集体生日

会，为寿星戴上生日帽、齐唱生日

歌、分享生日蛋糕，并送上了生日

礼物和祝福。同时，公司领导还为

一季度退休的职工送上了纪念品

和荣誉证书，感谢他们为公司做出

的奉献，祝愿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在户外踏青过程中，本

部职工纷纷轻装上阵，在大自然中

尽情欣赏春天的各色花卉，并拿出

手机留下一张张笑脸。

本报苏州讯（通讯员 吴思琪）

3月31日,五公司苏州地铁3-4标及

绿宝地下通道项目部组织员工到

无锡鼋头渚风景区开展“享受春

光、放松心情”户外活动。

踏入景区大门，映入眼帘的便

是大片的樱花林，大家在浪漫的樱

花林中流连忘返，“喂饱”了眼球和

相机后才依依不舍得朝景区内前

进。一路上邂逅了“充山隐秀”“鹿

顶迎晖”“鼋渚春涛”等众多景观，

终于来到了闻名遐迩的樱花谷。

大家在漫山遍野的“中日樱花友谊

林”中进行了野餐，同时准备了大

蛋糕，为一季度的寿星员工举办了

集体生日会，让寿星们度过一个别

样的生日。大快朵颐后，员工们乘

坐大油轮，登上期盼已久的太湖

“仙岛”，在岛上游览了“横云山庄”

“广福寺”“江南兰苑”，欣赏了一望

无际波光粼粼的太湖风光。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李金钟）4
月 6日，广州地铁 13号线项目部组

织全体员工到增城白水寨进行户

外踏青活动，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员工们一路欢声笑语，尤其是

在攀登“天南第一梯”时大家凭借

顽强的毅力，坚持攀登到底，最后

用了 3小时登至 4099阶，并在顶上

合影留念。

文体零讯文体零讯

公司各单位组织春季踏青活动

吴思琪/摄

那一年，父亲的故事
□余春梅

叶 子/ 摄于重庆东环线

70载风雨历程，70载激越奋进。从 1950
年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开

始，到修建具有世界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成昆

铁路，再到今天已建成通车的成渝高铁、西成

高铁和正在修建的成贵高铁，广大铁路建设

者们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

着一腔滴水穿石、让山低头的豪情，成功建成

了一条条可歌可泣的钢铁大动脉。为回顾新

中国铁路发展历史、推出一批弘扬新时代“火

车头”精神的精品力作，展示当代铁路人在实

现“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和“强基达标、提质

增效”实践中的精神风采，展现中国铁路建

设、运输事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传承一代

代铁路人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发扬老一辈

铁路人的卓越品质，展示新时代开路先锋昂

扬风貌，宣传劳模事迹、充分彰显中国智慧和

工匠精神，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献礼，中国铁路文联摄影分会、中

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铁二局杯”·全国铁

路摄影大赛。

一、内容要求

铁路建设运输场景、铁路人物风采、沿线

风土人情，体裁和风格不限。时间纵贯上世

纪 50 年代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和 60
年代修建的成昆铁路，以及至今的高原铁路、

高速铁路和即将修建的川藏铁路等。

二、主办单位

中国铁路文联摄影分会。

三、承办单位

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

四、投稿须知

1.作品拍摄的时间限于 1949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拍摄的作品，数码图片要求为 jpg 或

RAW格式；长边不小于 4000像素，图片文件

在 5M- 10M 内 。 扫 描 图 片 精 度 不 小 于

600dpi；每位参赛作者投稿在10幅（组照一组

为一幅，6-8幅内，请作者自行拼版，文件不大

于 10M）以内；投稿时在照片文件名内按“类

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作者单位+联系电

话+拍摄内容(100 字图片时间、地点、说明)”
的顺序正确填写后，放文件夹内打包发送。

2.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

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

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

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

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投

稿者应承担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

切后果与责任。

3.入展作者须保证其作品的真实性，且有

义务在主办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入展作品的

原始图以供鉴定。不能按要求提供合格原始

文件的作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展资格。

4.入选获奖作品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

内，以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用于宣传和展示，

不另行支付稿酬。征稿期间，用于宣传和展

示的作品，不代表最终入选结果。获奖作品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中国铁路总公司官网、

中国摄影报、人民铁道报、铁路摄影家微信公

众号等报刊网络媒体刊登发表。

五、征稿时间

2019年4月15日至8月15日截稿。

●投稿邮箱：

ztejsyxh@126.com

593176251@qq.com
●联 系 人：

胡雪峰 蒋 琳

●联系电话：

028—86442579 028-86437369
六、展览地点

1.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公司、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分别进行巡回

展览。

2.摄影作品巡展期间，召开一次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铁二局杯”·全国

铁路摄影大赛座谈会，回顾展望、研讨铁路题

材工业摄影。

七、展览时间

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

中国铁路文联摄影分会

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摄影协会

2019年4月13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铁二局杯”·全国铁路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