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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微 讯

企业文化

家风，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

和整体气质的文化风格，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风，而一个好

的家风不但有利于家族子孙的良好成长，更有利于社会的安

定团结、文明建设。

好的家风，会让人如沐三月春风，让人充满责任感、幸福

感，也会让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社会。

在我们家，也有家风，它没有多么的高大上，但它让人很

舒心，它就是尊老爱幼，乐于助人，和睦相处。
家风一  尊老爱幼

记得刚结婚那会，奶奶已经 90岁高龄，意识不清、行动不

便，那时公公已 56岁了，他待奶奶就像照顾小孩一样，喂她吃

饭，抱她上厕所，还给她讲笑话,当时被公公的孝顺父母的精

神所感动，正如书上所说，很多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岂不知父母

才是真正的佛，在儿子两个月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公公哭的很

伤心，在现在人的眼里会认为那么大年龄了，至于吗？可在公

公的眼里，那是他的至亲至爱。后来公公又开始了照顾孙子的

征程（唅唅）。说实在的，从来没见过一个男同志把孩子照顾的

那么好，他不烦不燥，也不溺爱孩子，对孩子很有耐心，他常说：

带孩子不光要有爱心，还要有耐心。而他确实做到了，他不光对

自己家人如此，对外人亦是如此，也因为他的善良而有很好的

人缘。这一点，老公也得到了很好的遗传。
家风二  乐于助人

去年，我们小区最后一期工程开始了，大路被堵了，只留

出一条过人的小道，因为有个高台，自行车、摩托车上下都很

不方便，公公找了一些水泥、沙子，给修出一条坡道，邻居们都

很感谢他。有时候谁家水龙头坏了，他也会帮忙修，谁家孩子

没人接了，他也会帮忙，等等。搬过来才两年，他就赢得了楼上

邻居们的爱戴。
家风三  和睦相处

结婚十六年，一直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婆婆是个精致的

女人，她爱干净，也很勤劳、善良，与她相处，让人很舒服，她没

有电视剧里演得那种婆婆的霸道，不待见媳妇，恰恰相反，她

为我做了好多好多，说起来让我很感动、很知足。记得刚生完

孩子那会，她啥也不让我干，说累着了会落下病根，洗脚水都

会帮我打好，衣服、床单、被褥都不让我洗，整整十年，婆婆都

没让我洗过，她说：你们工作那么累，有时间就歇歇。多么朴实

的妈妈，她是真心待我如闺女。2012年，婆婆腿做膝关节手术，

我在医院照顾了一个月，病房里的人都羡慕婆婆有一个好儿

媳，可他们并不知道儿媳为什么会这么好？嘿嘿，这些都是受

婆婆感染的，被婆婆的日常所做所感动、所熏陶。以至于出院

后的半年，我为婆婆洗澡、洗脚、洗衣服，照顾她锻炼、康复。

虽然我的家风很朴实，但这样的家风让我心态平和，让我一

心向善，让我宽于待人，也让家庭充满快乐、充满爱、充满阳光！
（通讯员/ 马伟娟）

近日，在澳门举行的“2017亚洲国际音乐节声乐比赛”

中，集团本部员工杨爱丽荣获美声唱法中年组金奖。

此次音乐节活动是由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亚洲国际

音乐联盟主办，亚洲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世界华人音乐家

协会澳门分会承办，澳门大学协办，由澳门亚洲钢琴城、澳

门东方之声国乐团、中国国际合唱协会提供支持的一项具

有国际性、专业性、权威性的音乐盛典。

亚洲国际音乐节涵盖声乐、器乐、音乐创作三个类别，

分别在亚洲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举行。
( 通讯员/张琦)

日前，集团本部员工杨勇战原创的秦腔小戏剧本《留

守》在“2017 全市剧本创作研讨会”中斩获小型剧本创作

二等奖。该剧本继在宝鸡戏曲家协会参评、中国秦腔网全

文刊登后，又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当代戏剧》参评中获得

好评。

《留守》，为当前关注焦点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呐

喊，以大山深处多年留守的老婆婆和孙女点点为素材原

型，眼看年关将至，留守时光将尽，老婆婆期盼儿子黑蛋、

儿媳娟娟幸福归来，无奈路途中黑蛋开车闯祸没有担当

慌乱逃回，老婆婆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儿媳妇娟娟心存

怨气但替夫担当，最终黑蛋为情所动，选择自首，于是留守

继续、亲情继续、等待继续……留守深层次的意境是留住

大家对社会现象的深度思考，守住善良做人道德底线， 剧

中人物母子情、婆媳情、夫妻情、父女情、情节曲折、感情真

挚、催人泪下。
（通讯员/立洁）

近日，在首届陕西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有色杯”兵乓

球比赛中，经过全体队员的顽强拼搏，集团公司获得团体

二等奖，集团员工呼延亮还代表全体运动员作了赛前宣

誓。此次比赛共有来自 18 个行业单位参加，参赛队员近

200 人。 

      （通讯员/王芸）

近日，在汉中市政协举办的汉中书画界喜迎十九大赴

中央党校书画展览活动中，汉江工具职工李嗣卫书法作品

《汉中放歌》荣誉参展，并被收藏。该作品展现了汉中的山

水和人文风情、历史文化。
（通讯员/汉工）

刚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组图片，

是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在玩游戏。大脑

的印记一下子就拉回到了二十几年

前，那一幅幅图片一下子就变成了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跃然眼前。那些自制

的玩具，那些伙伴，全都是那么真实，

那么清晰，看着看着就忍俊不禁。我从

未去刻意回忆过我幼时的样子，幼时

的伙伴，不过一下子看到这些图片，却

是那样的亲切，我儿时的样子也仿佛

就是一张刚洗出来的照片放在面前，

两根粗粗的辫子，一件红色的上衣，甚

至那对清澈如水的大眼睛……

那时的课程少，作业也不多，课

余时间都是结伴在教室外面玩。男孩

子就是玩弹球，又称“打玻璃珠”。即

玩的人各出数枚，输者将丧失对玻璃

珠的所有权。玩法通常是在地上画线

为界，谁的玻璃珠被打出去就输，这

种玩法叫“出纲”。男生大多热衷这类

纯技术性的游戏，在玩时彼此之间还

常互相攀比谁的弹珠较多，对他们来

说，那可是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而

女孩子就是玩“抓弹儿”，就是把砖块

砸成一个个弹球那么大的样子，或蓝

或红，拿一个扔高，再在地上抓上一

把，再把扔上去的那个接住，看谁抓

的多，接的准。手有时候会被磨破，但

我们却玩得乐此不疲，那一个个小弹

儿，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到最后

竟然能被磨得像鹅卵石一样的光洁。

放学后，我们便会成群结队的去

某一个村子的大马路上，或者哪家

的大院子里去玩一种丢沙包的游戏，

俗名叫做“砸人”。就是三个人以上，

当然越多越有意思，分成两组，中间

一个人，两边的人用沙包扔过去，目

标是要击中中间那个人，所以中间的

人要灵巧的躲闪，或者把它接住，要

不然被沙包击中就是“死”了，就要下

场，看哪一组玩的时间长就获胜。

纸飞机、滚铁环、挑竹签……这

每一幅图片里都包含了我们童年时

欢快无忧的日子。没花一分钱的玩

具，却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乐趣。

那时候的小孩思想还是挺保守

的，男生和女生很少说话，甚至不说

话。课桌是两个人一张，排座位时老

师为了不让上课时交头接耳，特意把

男生和女生排在一起，所以课桌上划

上“三八线”就是我们的楚河汉界了。

男生的胳膊肘休想多伸过来一毫米，

所以看护好那条分界线就成了我们

重要的职责之一。为此，没少男生和

女生吵架斗嘴。前段时间碰上了一个

老同学，还说我上学时老欺负他。那

时候的我们也追星，刘德华、郑智化、

林忆莲、邓丽君……笔记本里记满

了流行歌曲的歌词，贴满了偶像们的

贴画。《水手》给我们年少时追梦的勇

气，《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出了我们懵

懂时的涩涩情怀。

一切回忆轻松而又美好。每一滴

记忆都如甘露般晶透甘甜，我仿佛又

看见了我们放学路上欢快的身影，又

听见了郑智化那沙哑的声音，“他说风

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

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

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通讯员/ 王宇欣）

我出生于 1929 年，是秦川厂一名

离休员工。在我 71 岁时，也即 2002 年

确诊为结肠癌，和所有患者一样，生命

的判刑来得措手不及，恐惧、沮丧，深感

人在疾病面前总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助。

我虽经历了战争年代无数次枪林

弹雨的考验，但在疾病缠身、生死抉择

的时候，思想压力还是很大。经过无数

次的思想斗争和反复思考，我从毛主

席语录里找到了答案，癌症就是纸老

虎，我要勇敢面对，与其做斗争，最后

战胜它。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路，只有绝望的

心，坚强是唯一的出路。经过和家人各

方面的权衡，决定在上海东方医院进

行手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与医生沟

通，最后确定手术方案。重生，不是一瞬

间，更不是一刹那，而是一条漫长而艰

辛的路，当被推进手术室时，或许，那才

是我重生之路的开始。手术历时四个小

时，非常顺利，切除的肿瘤有拳头般大

小。术后不久，我就回到宝鸡，坚持按照

医嘱进行服药，并借助给大家送报纸的

机会，每天都会持锻炼，十多年来风雨

无阻。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有规律

的作息，使我每天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

态，至今已过十六个年头，按照医学界

对癌症患者五年的存活标准计算，我早

已经属于癌症治愈者。

回顾自己的抗癌历程，总结抗癌

经验，我总结出几点经验体会，和大家

分享：

一、积极的心态对于疾病患者，特

别是癌症患者，精神状态始终是第一

位，精神垮了，神仙难救。据美国洛杉矶

大学医学研究发现，癌症患者 80% 是

被自己吓死的，癌症患者心理因素对癌

症发展有 20—30% 的催化作用。中国

古语曰“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也就是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心

态决定生命的长短。

二、配合治疗。良好的心态，积极的

态度是内因，准确的诊断及时有效的治

疗就是外因，内外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

治疗效果和作用。

三、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生活

习惯，可以总结为“姿正、气顺、少食、

多餐”八个字。精神上有定力，生活上

有规律。

最后，特别感谢在上海住院期间，

秦川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给了我极大

的关怀和支持，手术时办事处同志一直

守候在手术室外，让我感到秦川大家庭

的温暖。        （离休职工/王亦元）

质朴家风暖人心

家风﹒家训伴我行

重生——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国庆小长假已经结束，我又回到了

既熟悉又充满距离感的小城—宝鸡。信

步在渭河边上，仰望天空，我贪婪地吮吸

着阳光的味道。在这个多情的雨季里，偶

尔放晴，那束穿透云层的阳光格外清澈。

我的家乡在陕北，在那座大山下，

住着淳朴善良的家乡人，住着我可亲可

爱的父母亲。每次回家，我都要穿过那

条又窄又长的坎坷土路，留下深深浅浅

的脚印，非但没有抱怨过，反而十分留

恋泥土散发出的那股清新味道。

短短的八天假期弥足珍贵，我早早

就做好了计划：我一定要爬一次家面

前的那座山，沿着父母每天都要走过的

蜿蜒小路，那条路上也留下了我成长的

足迹；再帮爸爸喂喂那几只可爱的小

山羊，它们给我的成长岁月带来了很多

欢乐；我还要吃妈妈做的鸡肉摊馍馍，

陕北的熬酸菜，享受下朝思暮想的妈妈

的味道；我还想……回到家乡，我想做

的太多太多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一件件

的去完成，时光就那样无情的走了……

海子说：“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

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

成长的苦行之路。”是的，我在追梦的路

上奔走，观看沿途更多的风景--- 我

是异乡人。

四年前，第一次走出大山的我，不

远千里来到宝鸡这座城市求学，眼前的

一切都是崭新的。这里山很绿，每逢周

末，便约三五好友去爬山，乐此不疲又

无比充实；这里的豆花泡馍、岐山臊子

面、井盖一样大的锅盔也是别有风味；

这里人淳朴真诚，一口流利的关中话让

我迷之好奇，耳濡目染的我激动起来也

是张嘴就喊“NiaNia……”

宝鸡这座小城带给我数不完的回

忆和惊喜，我熟悉它，喜爱它。四年的

求学时光，我交到了三五同窗好友，认

识很多有趣的人；在这里我遇见了他，

收获了最纯真的爱情，他的歌声就像渭

河水那样清澈，像秦岭山脉一样雄厚；

2017 年骄阳似火的夏天，我走出象牙

塔，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找到了工作，

初入职场，我成了一名“秦川人”。

我是异乡人。披星戴月地奔波，只

想看看远方的风景，落寞时，抬头遥望

那座山，想想那些人，他们如灯塔一般

照我前行。近在眼前的他乡，依然让我

着迷、执着。

夜深人静，看夜空繁星点点，明月

寄相思。         （通讯员/ 曹生艳）

童  趣

异乡人

健康谈

红色照金行

秦川格兰德  宋茂选 摄 集团本部 何红录 摄

汉江机床 李波 摄 汉江机床 李秀国 摄

“聚焦双创·匠心筑梦”主题摄影作品选登

专注

日照锦衣地似金，

照金因此而得名，

天色朦胧雨飘摇，

成套支部照金行。

追忆时光三三年，

西北革命陕甘边，

刘谢习辈建摇篮，

光辉历史绚丽篇。

西北山区根据地，

照金建立属第一，

土地革命掀高潮，

坚定信念若磐石。

南有瑞金北照金，

革命事业高生命，

美好生活鲜血换，

激励我辈倍勤勉。

革命圣地薛家寨，

重峦叠嶂林如海，

壁立千仞成天堑，

易守难攻军要塞。

红军艰苦扎四寨，

叛徒求荣信仰卖，

失守泣血漫山野，

先烈悲壮今犹在。

照金精神放光芒，

求真务实创辉煌，

锐意创新索进取，

党领全民福绵长。

 （通讯员/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