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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棉袄初嫁了
前不久， 女儿出嫁了， 每每

想起女儿远嫁， 妻子总是眼泪汪
汪地找来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这
张照片是妻子在大学进修， 女儿
刚四岁时我带她去大学与她妈妈
在一起的情景， 20多年了……

女儿生下来时就体弱多病 ，
靠妻子的一手调养身体才渐渐好
起来。 女儿四岁的时候， 县里有
几个去省城大学进修的名额， 妻
子考了进去， 一去就是好几年 。
那时候 ， 我在一家县办企业当
厂长， 一年365天我就有300天在
外出差， 女儿几乎是跟她妈妈相
依为命的。 妈妈突然要离开年幼
的女儿好几年， 娘儿俩谁也不能
接受。

那几年， 远在省城大学的妻
子常常以泪洗面， 却只能打电话
回来，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常
常在夜里哭泣着找妈妈。 尤其每
次寒暑假妻子回来， 女儿总是寸
步不离， 生怕妈妈跑了， 而等寒
暑假结束妻子上学时， 母女俩就
好像经历一次生死离别似的。

由于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在
身边， 那几年， 经常出差的我，
要将才上幼儿园的女儿托付给单
位的同事家里， 爸爸妈妈不在的
日子， 小小的女儿是何等的思念
亲人呐。

女儿上初中的时候， 由于我
们要调回妻子娘家所在的地方工
作， 所以将女儿提前送到她外婆
家的一个乡村学校学习 ， 想不
到， 待我们工作调动稳妥后， 女
儿离开我们又是近两年的时间。

我和妻子到新单位后， 许是
因为刚来， 人生地不熟的原因，
妻子被安排在生产一线倒班。 此
时的女儿已上高中， 学业负担也
繁重了 ， 早上天没亮就上学去

了， 到晚上快十一点才进家门。
中午和晚上回来吃饭时， 她妈妈
要么上班不在家， 要么上完夜班
回来后在床上熟睡， 母女俩几天
见不到一次面。 我出 差 不 在 家
的时候 ， 女儿放学回来就自己
动手洗碗做饭， 星期天料理家务
洗衣服， 这为女儿日后做得一手
好饭打下了基础。

也许是小时候跟父母聚少离
多的缘故， 女儿的自信心、 生活
自理能力及主观能动性特别强，
尤其在学习方面特别优秀， 那年
高考， 她以600多的高分考得全
县的状元 ， 进入全省前 100名 ，
被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此时， 又要离开父母去几千
公里外的大都市求学， 临行前，
妻 子 再 三 叮 嘱 ， 你 从 小 学 到
中学 ， 妈妈都没有好好照顾你，
好好学习， 毕业后回到我们身边

成家立业， 妈妈好好给你补偿。
上大学期间， 由于成绩优秀， 女
儿经常得到奖学金， 再加上每年
寒暑假回来做家教， 学费我们没
怎么掏。

想不到， “女大不由娘” 的
女儿， 大学毕业后留在大都市工
作， 后来还要远嫁。 这下， 妻子
不干了， 可女儿的大道理却一套
一套的， 说好儿女志在四方， 大
都市上学四年已经适应那个环境
了， 再说自己的这个专业回来也
无用武之地。 为安抚妈妈， 女儿
还给她妈妈买了一款新式手机，
说现在通信发达， 虽然远隔几千
里， 但视频聊天和微信联系， 一
切尽在眼前。

20多年前， 女儿像个天使一
样来到我们身边 ， 我们无比幸
福， 可这种幸福好像去得太快，
转眼间就没有了。 当几辆崭新的
婚车停在我家门前， 女儿走向婚
车时， 妻子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
了。 尽管我心里也难受， 跟妻子
一样舍不得女儿出嫁， 但还是劝
说妻子， 女儿出嫁是人生一辈子
的幸福大事， 别哭。

一旁的岳母边给妻子擦拭眼
泪边说： “当年你出嫁， 娘不是
一样哭吗， 能哭回来不嫁吗？ 小
鸟长大了该出窝独立生活了 。”
女儿虽然挂着眼泪， 却打趣道：
“妈， 女儿不管嫁到哪终归还是
您的女儿 ， 再说 ， 嫁出一个女
儿， 多了一个亲人叫您妈， 您稳
赚不赔呀！”

养育了一个好女儿是艰辛
的 ， 更是幸福的 。 她已长大成
人， 要离开养育她的父母自由飞
翔了， 同时， 一个美满幸福的新
生活已向她招手， 并鲜花烂漫地
悄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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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守处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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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春分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我一直觉得， 父亲对节气有
着最敏感的触觉， 他甚至比那些
草木鸟兽更懂得聆听节气的召
唤。 早早地， 父亲就开始念叨：
“到了春分， 咱开荒的那块麦地
就要浇水喽！”

妹妹瞪大好 奇 的 眼 睛 问 ：
“春分是什么？ 为什么要等春分
浇水？” 父亲呵呵地笑着， 不厌
其烦地给我们解释： “春分是个
节气， 等你上了学就知道了， 春
雨惊春清谷天， 里面都是节气的
名称。 人们都说 ‘春分麦起身，
肥水要紧跟’， 到了春分， 是该
给麦子浇水了……”

春分， 把春天分成两半。 父
亲的话 ， 我印象特别深刻 。 是
啊， 我们北方的春天， 总是有一
个漫长的前奏 。 刚刚立春的时
候， 春风暖暖的笑脸就来了个惊
鸿一瞥。 可就在人们以为从此要
柳绿花明的时候， 春， 又不经意
间转身， 留下一个料峭的背影，
迟迟不肯一展笑颜了。

直到春分， 春之曲才算徐徐

奏响。 广袤的大平原上， 小麦连
成一片片绿毯， 壮阔无比。 父亲
常常置身于麦田中， 遥遥地望着
远方， 无限感慨地说： “望不到
边啊！” 千里沃野， 绿油油的麦
田是底色 ， 返青的麦苗绿得惹
眼。 那种鲜嫩嫩的绿色， 是经过
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孕育出来
的， 向人们昭示着无限生机。 几
乎就在一夜之间 ， 天地换了颜
色， 杨柳依依、 桃花盛开、 草长
莺飞， 春天的色彩开始缤纷， 春
天就是这样绚丽起来的。

父亲伴着第一声春雷走上田
头， 行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无比
欣喜。 他说： “春雨贵如油， 老
天爷给的那点雨水， 麦子们喝不
饱， 还得浇！” 父亲拿着铁锹在
麦田里穿行着， 游刃有余。 看着
井水汩汩地流向麦苗， 他愉快地
哼起了歌。 那时候的父亲， 真像
个诗人， 用他特有的语调， 吟诵
着一首关于麦田的抒情诗。 父亲
除了种自家的地， 还到处开荒，
把开出的荒地也种上了麦子。 父
亲说： “咱这地方根本没荒地，
荒地开出来， 照样肥， 收成错不
了。” 那时候的父亲， 真像个画
家， 用他朴拙的画笔， 把一块块
荒地涂绿了， 他会无限满足。

浇水、 施肥， 父亲的春分，
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他还不忘回
家给我们姐妹做一个 “竖蛋” 的
游戏。 “春分到， 蛋儿俏”， 父
亲说春分这天的鸡蛋最容易竖起
来 。 他去向母亲要一个新鲜鸡
蛋， 小心翼翼把它放到桌子上，
让鸡蛋竖起来。 试了几次， 鸡蛋
竟然真的竖起来了！ 我和妹妹兴
奋地欢呼起来。

一年中， 父亲追随着二十四
个节气， 把农事和生活打点得井
井有条。 父亲也在用他的言行告
诉我们姐妹， 再简朴的生活， 也
可以过得诗意和温情。

《雷锋日记 》 中有这样一段
话：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
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
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最小的一颗螺丝钉， 你
是否永远坚守你的岗位？” 燕山
石化化工一厂分离单元工段长王
文海师傅喜欢这句话， 跟大家聊
天时也时常会提这句话。 他说，
几十年前的一句箴言， 每次读起
来仍是觉得情真意切， 教自己深
省。 而在周围的同事看来， 它字
里行间流露出的 “敬业”， 恰恰
是王师傅在燕山石化多年来秉承
的那一股子精神。

1985年毕业实习， 王师傅便
被分配到了乙烯装置， 这一干就
是31年。 1976年建厂的30万吨规
模的乙烯裂解装置是个有历史积
淀的地方。 它是我国第一套大规
模乙烯生产装置， 经历了1991年
的45万吨改扩建和2001年的66万
吨改扩建， 长期保持着国内最大
最优的先进地位。 成为这套现代
化装置的操作人员是值得自豪
的 ， 王师傅知道 ， 在这个岗位
上， 自己能够掌握一种技能， 完
成一种使命， 能够将挥洒的汗水
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工作成绩。

于是 ， 他谨遵 “业精于勤 ”
的信条， 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到学
习装置的流程、 掌握装置的工艺

技术上， 心无旁骛。 两次改扩建
后的乙烯装置， 仪表设备星罗棋
布， 管线流程纵横交错， 而王师
傅对它们的走向、 压力、 温度各
种属性无一不了然于心。 相比于
同类型装置， 燕山乙烯的利旧设
备多，“两头一尾” 的大布局和普
遍采用的“双塔并联”流程更是增
加了它的操作难度。 这没有难倒
王师傅， 在装置中控室DCS操作
台前运筹帷幄的他， 能够带领班
组顺利完成装置的低排放开停车
和正常稳定运行。 对乙烯装置的
热爱是王师傅坚守岗位的深层动
力， 它燃起了巨大的工作热情，
他激发出了强大的奋进动力。

关于 “敬业 ” 的解读有很
多， 从最简单的理解来说， 敬业
就是用敬畏、 敬重的心情面对自
己的工作，一心一意、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唯有拥有强烈的责任
感， 才能明确认识自己的义务，
勤勤恳恳工作， 任劳任怨付出。

王文海师傅的责任是不断变
化的。 年轻时， 作为压缩岗位的
操作工， 兢兢业业地做好日常操
作， 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思考是他

的责任 ， 燕山石化的冠名成果
“王文海管式加热器” 便是他开
动脑筋的收获之一。 壮年时， 作
为分离单元的一名班长， 组织好
日常工作、 优化装置生产是他的
责任， “碱洗塔操作优化” 每年
减少新鲜碱液用量2000吨、 “丙
烯精馏塔系统优化” 合理调控回
流降低能耗等， 每一个优化方案
都带来了数千万元的效益。 而现
在， 作为分离单元的工段长， 协
调单元的正常运行、 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是他的责任， 2016年顺利
组织完成燕山乙烯装置首次低排
放停车、 处理裂解气压缩机调速
系统异常导致局部停车、 处理深
冷分离设备冷箱冻堵造成提负荷
困难等， 这些危急关头是爱岗敬
业的责任感敦促他去思考、 去处
理 。 王师 傅 的 责 任 也 是 不 变
的 ， 他的一切付出只是一门心
思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种
敬业精神让他对自己从事的职业
有了献身精神， 将自己的一生与
其联系起来， 在事业发展中实现
人生价值。

“爱而不敬， 非真爱也 ； 敬

而不爱， 非真敬也。” 真正的敬
业者一定是把自己的工作视为自
己的事业， 全心全意地热爱它，
才会愿意付出毕生的心血。 燕山
乙烯， 正是王师傅所钟爱和坚守
的地方。

他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 不
仅八小时以内全神贯注， 八小时
以外也会去钻研和思考， 从理论
上解释生产上的各种问题。 他爱
护相守了三十多年的装置和设
备， 因为他知道任何一个设备出
了问题都可能影响装置的安全平
稳。 他关心岗位上每一个班组成
员， 愿意把自己会的东西倾囊相
授， 更愿意在生活上与同事们做
朋友、 做兄弟。 他珍惜与燕山的
不解之缘， 2011年， 他带队前往
神华宁煤协助装置开车， 获得对
方的高度认可， 而当神华诚邀他
留任技术专家时， 王师傅婉言拒
绝， 回到了他一直牵挂和坚守着
的燕山石化。

敬业看似平凡， 实则不易 。
职业和工作岗位是人们生存和发
展的基本保障。 任何岗位都意味
着机会和平台， 它可以成就我们
的事业 、 成就我们的人 生 。 在
燕山石化 ， 王文海师傅坚守了
一辈子， 默默地用自己的所有能
量所有时间， 展现着燕山人的敬
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