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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矿工
微小说

和

他的四个儿女

□李正琪

□王玉军
2019 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到得早，距春节还有 10 多天，川煤
集团攀煤公司太平煤矿云盘山那棵高大挺拔的攀枝花树上，
已经满
是盛开的花朵，
在蓝天的衬托下开得夺目耀眼。下班途中，
彝族矿工
王德录禁不住停下脚步，
拿出手机对着火红的花朵拍起照来。同路
的矿工调侃着问他，
老王大哥，
你又要给娃娃们发照片了？王德录笑
着回答，
是的，
让娃娃知道我们这里的春天到了，
攀枝花开得又红又
大。同路的矿工又不免赞叹着谈论起王德录和他的儿女们。
这位彝族矿工在太平矿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谁能想
到，家居偏远山区、家境贫困的他们，四个儿女中有三个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了大学。山窝里飞出金凤凰，怎么不令人敬佩和羡慕。
二女儿王建碧 2012 年考入西昌学院，本科毕业；三女儿王建荣
2014 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法学本科；小儿子王建明 2016 年考入西
昌学院。他们的家乡位于攀枝花市盐边县红宝苗族彝族乡龙头山
的脚下，一个叫谜塘村的地方，那里既美丽又贫穷，海拔 1470～
4398 米。春天到来的时候，龙头山上杜鹃花竞相开放，遍布大山，
令人怦然心动。然而这里却又是贫瘠的，谜塘村是个出了名的贫
困村，直到 2017 年才脱贫。多年来，大山深处的村民们由于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接受教育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去乡上的学校要
翻越海拔 2000 多米的老虎山，读书的孩子翻山越岭要走 4 个多小
时。王德录刚满半岁时母亲就病逝了，父亲再次组建家庭后，沉重
的家庭负担让王德录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七八岁就开始在山上放
牛、放羊、砍柴，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担水、除草、收割。望着背着
书包上学的同龄伙伴们，他心里难受哭了好多次。有几次他忍不
住赶着羊群跟着小伙伴们走到学校外面。小伙伴很同情他，却又
无能为力，只教会了他写自己的名字。
伴随着龙头山上杜鹃花的花开花落，王德录长大，成家，成为
父亲。他和村上许多人一样没进过学校，没读过书，可读书的梦想
一直伴随着他，他多少次地对着雄伟的龙头山放声高吼或默默许
愿，将来一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
王德录的四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读书。无奈现实是残酷的，他
们家距离乡政府学校三十五公里，一路都是崎岖的山路，运输全靠
骡马，山上的农作物广种薄收，家里仅靠喂猪、养鸡和王德录外出
打短工换取的微薄收入。随着几个孩子的出生和相继上学，家里
更加拮据。供孩子读书是很大的开销，因为学校离村子远，孩子上
学就要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家里要为孩子提供吃的、用的，这些
都需要钱。尽管王德录夫妻博命似地劳作着，他们还是经常为孩
子的花费而发愁，有时不得已向亲朋好友借账。一些人也给他们
泼冷水，说山里的娃娃识字就行了，何必白白花那么多钱呢？王德
录听不得那些话，
他倔强地说，
就是再苦再累也得让孩子们读书。
王德录盘算着还是要外出打工挣钱，
由于他没有文化，
没有技术，
汉语都说不好，
几次外出打工都碰了壁。父亲的烦心事被懂事的大女
儿建英看在眼里，
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她毅然向父母提出不读书了，
理
由是读不进去，
不喜欢读了。王德录听了气得吼她，
母亲流着眼泪劝
说，
让她继续读下去，
可10多岁的建英却扛着锄头哭着上山去了。从
此，
她帮衬着父母家里家外地忙碌着，
分担着家里的压力，
王德录经常
说最愧对的就是建英了。如今建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每当有人
问起建英当年辍学，
看着妹妹弟弟都上了大学，
后悔不？她笑得很灿
烂，
她说妹妹弟弟把书读好了也是我的光荣。现在她的娃娃也开始读
书了，
并且成绩非常不错，
他们夫妻共同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上大学。
2004 年，家里最小的孩子建明也在乡里读小学了，并且成绩跟
两个姐姐一样好，这让王德录又喜又忧。几个孩子的费用让他捉襟
见肘，尽管乡里、村里给予了他们家不少的帮助，可还是困难重重。
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
你的几个娃娃都是读书的材料，
千万别半途而
废了。王德录听后心里难以平静，
整晚睡不着觉，
他清楚三个娃娃读
小学还勉强供得起，
要是今后到外面读初中、
高中、
大学肯定是供不
起的。王德录害怕哪个孩子突然又提出不读书了，
便决定外出打工，
为孩子们挣学费去。2004 年的春天，攀枝花市最大的国企煤矿来
乡上招工，王德录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决定要去务工。
1962 年出生的王德录已经 42 岁了，招工的人面试后不想要
他。后来因为看到他的协调能力强，
才录取了他。王德录在太平矿
当上采煤工后，
由于待人热情，
肯帮助人，
工作能吃苦，
又善于协调，
很
快赢得了领导和工友们的尊重，
认识的人都亲切地称他
“老王大哥”
。
他在井下工作面摸爬滚打了多年，
身体有些力不从心了，
队里的领导
照顾他，
给他安排了送保健餐的工作。他为了让井下的矿工吃上可口
热乎的饭菜，
想了许多办法，
在装保健餐的背篓里缝制了一层棉夹层，
用保温桶装开水，
队里的矿工纷纷称赞他是好大哥、
好后勤。
王德录虽然在矿上当工人，每月的收入也难以负担三个在校
生的各种费用。在生活中他省吃俭用，工余时间还要打些零工。
一次他看到打扫职工宿舍楼的人退休了，一时找不到人来替，便找
到矿上管生活后勤的经理，请求承包打扫宿舍楼，并表示给点报酬
就行。那位经理听说过他家的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他在
职工宿舍楼打扫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卫生。有次他看到矿上招清扫
公路的清洁工，就用他爱人的名字报了名，其实他爱人多年来一直
身体不好，都是王德录班前班后早晚各一遍的清扫。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
用王德录的话讲，
他4个娃娃都听话得很，
很少让他操心。孩子们从小就感受着父爱如山，
他们家到乡上小学走一
趟要4个小时，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王德录每月要去学校
食堂交他们的一日三餐（大米、
肉类等食物）和给他们送生活用品，
每次
给孩子送东西都要走一天的山路，
母亲也时常拖着有病的身体跟父亲一
起来。孩子们都知道，
父亲送来的大米是全家人省吃俭用买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建碧、建荣、建明三个孩子成绩都很优秀。
他们如同山里的喜鹊一样，频频给王德录报送着好成绩。孩子们
在高兴之余，也知道父亲肩上的负担更重了，几个孩子私下议论
过，要是真负担不起了，两个姐姐就不读了。王德录听说后，坚定
地打消了她们的念头，谁都不准退学，不然就枉费了家里多年的努
力。为了表现家庭的宽裕，王德录还经常对孩子们承诺，考出好成
绩，
都给奖励。可懂事的孩子们谁都没给父亲提出过分的要求，
二女
儿建碧考上大学后，
学校要求配笔记本电脑，
刚筹措完学费，
又要买
几千元的电脑，
真的很难。建碧说不买了，
可以借同学的用。王德录
爽朗坚定地说，
必须买，
还要买好的，
你用完，
以后还可以给妹妹、
弟
弟用。他当下出去借钱，
到市里电脑商城买了一台五千元的笔记本
电脑。老王的话真准，
时隔两年，
三女儿建荣考上大学，
用上了这台
电脑；
又隔了两年，
小儿子建明考上大学用的也是这台电脑。
王德录的儿女们长大了，每天他和爱人都能收到孩子们的问
候，每逢节日都能收到孩子们孝敬他们的礼物。二女儿建碧上班
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为爸爸妈妈各买了两套衣服，王德录嘴上虽嗔
怪着女儿不该买这么贵的衣服，心里却甜滋滋的。
还有一年多王德录就要退休了，孩子们的事不用他操心了，他
的家乡谜塘村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路一直修到他们村
子里，各项优扶政策让村民逐渐富裕起来，整座大山变得欣欣向
荣。王德录盘算着退休回到家乡，在自己熟悉的龙头山上种花椒，
种核桃，种烤烟，养牛，养羊，然后把住房翻新，修一个农家乐，接待
越来越多到他们那里享受大自然原始风光的游客。他的想法得到
孩子们的全票通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让家乡富裕起来，
让家乡变得更美好！

停 电

炉底晨光。
炉底晨光
。
（杨绍刚

作）

炼
一句“炉温有向下的趋势”，听着格外刺耳，觉得做了
这么久的炉温一出来还是不尽人意，心里有点凉。
上午 10 点过，高炉中控室安静得只听见点击鼠
看着显示器上面的量压关系，专业人员们又开
标的声音，12 把电脑椅上坐满了人，几个系统的职工 始商讨着，虽然已经有好几个人都累感冒了，说话声
“ 角差拉大点？”
“ 批重加
各自看着电脑显示器上的数据运行轨迹，思考着所 音沙哑还夹杂着咳嗽声。
有参数的变化，分析着各自趋势的走向，寻找着突发 点？”
“ 负荷调点？”等等一些专业术语在控制室交叉
问题的解决办法。
响着。面对铁口的工作状况，大家齐心协力想着办
两个月了，利用系数还没达到期望值，职能部门 法。
和专业技术人员天天蹲现场，找原因，不放过一丝蛛
“炉前活不能累积太多了，不行，找维护班来支
丝马迹，
总想尽快达到大家所期望的目标。
援一下，其它几座高炉调点人来。”领导们看见炉前
“都不要着急，一点点的往上攻，先要攻风量。” 工们忙碌的身影，连饭都没时间吃，着急地把兄弟高
主管厂领导叮嘱着，其实他已是持续很多天和大家 炉维护班人员调了过来。
一样蹲在现场。每一次出铁，他都会跑到现场去观
调配车头，调配渣铁罐指挥的声音，也不时从对
察渣、铁流动情况，实地确认炉温高低，干冶炼出身 讲系统传来，打破了这安静得有点瘆人的控制室。
的他和如今的高炉操作人员一样坚守在一线，好多 操炉手们一会跑到炉前观察，一会儿回到控制室结
天都没下高炉了。
合现场以及计算机的实时显示数据与专业人员们讨
“铁口人员要抓紧，卡了要立即透，不能里面憋 论着参数的变动。所有参与者都这样来来回回从炉
得跳，外面不着急。”
“ 铁口透一下。”
“ 开了没？”参与 前到炉内地跑着，观察着，分析讨论着。一个冶炼过
恢复的人员一见铁口有铁流，总会在第一时间询问 程下来，看着实践与理论和预想的差距出入较大，大
这样的问题，一天要重复 N 多次，看见铁口开了还要 家无语了，空气也凝固了。
问炉温高不高，有多少等等。炉前的职工们更是高
主操和副操手，领导和员工来回商讨着、实践
度紧张，大家以铁口为中心，各岗位也持续跟进，不 着，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大家在现场看过之后，分析
管活有多少，只要铁口一堵，跑步前进上去，争分夺 一出来，回到中控室就和专业人员商讨着，没有谁嫌
秒立即开始清理渣、铁沟，尽力做到炉内一喊“出铁” 弃看不上谁的方法，偶尔也会为了一个问题，争论
就全部到位立即开口。
着，有点不吵不明之意，而后大家笑着制定出相应对
这样的节奏比平常正常冶炼要快好几倍，干活 策，早已忘掉之前争得面红耳赤的事了。
次数也多了不少。正常炉子一个班八小时最多出四
“上个班出了多少铁？总负荷多少？渣量多
次到五次铁，可像这样恢复炉子却要出八次左右甚 少？”一句有关的问话及时打破了沉闷的控制室。大
至更多，虽然如今已有挖掘机干活，但必要的人工 家接着商讨着，把所有的意见写出来，想找到一个最
撬、撮、钩等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要保证铁口按时打 佳办法。
开，渣、铁流畅通无阻，这些工作都要人工一步一步
就这样，为了高炉尽快顺行、持续稳定生产，与
的干，
还要达到精细化。
炉子纠缠，一段时间都过得不眠不休的炼铁人，纵有
“铁口开了的”
“下渣两个罐已满”。对讲机声音 万般苦，千般累，都不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习惯，难，
在控制室响起，打破了沉寂的控制室。沉闷中，偶尔 坚持；
苦，忍受；
炼铁，
就是炼人。

已是正月二十几，一场雨加雪，又把驻村工作队带到春节前的
寒冬腊月。
来自太阳城的汪教授和本县的黎老师，
正烤着
“小太阳”
，
看着电
视
“2018 年全国最美乡村社区书记颁奖典礼”
，
咔擦一声，
停电了！
“真气人，又停电了！”黎老师大声抱怨。
“ 又停电了，你遭过几
次？”汪教授问。
“ 今天是第三次，就在前几天，你没来，另外两个队
员也没来，已是晚上九点过，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来管。之后，
我打着手电，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找到胡拉火家，请他想办法，他
打了两个求助电话，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黎老师尽量掩饰
内心的不满。
“ 事不过三嘛，有必要多培训几个电工，以备停电之
需。”
“ 教授呀，已是第三次了”，黎老师打断汪教授的话，接着说：
“两不愁，三保障，连我们的电都不能保障，真是岂有此理！”两个人
边说边等，总以为是短暂停电。
一等几十分钟过去了，两个人的肚子有点饿了，商量着到哪家
蹭饭，又觉得不妥，最后决定：如若不来电，开水泡冷饭。有点押
韵，一致通过。
忽然，黎老师的手机铃声响起，是浪子杠组组长打来的电话。
请他和汪教授去帮他验收一建卡户的入户路和垃圾池。
“行，
我们马
上去，
之后用微信传到乡上，
马书记。
”
黎老师边答应边重复。翻山越
岭，
几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米呷呷家。验收完后，
两个人已是饥寒交
迫。主人家请他俩到厨房烤火，
两人半推半就，
心里嘀咕着
“有没有
烧好的土豆”。当他俩走进厨房，见正打扫卫生的女主人才开始生
火，
两个人有些尴尬了，
客气地阻拦主人，
“不用了”
，
边说边往外走。
回到村部，电还是没来。
“ 刚才该问一下浪子杠有没有电。”汪
教授陈述语气里掩饰责怪。
“ 一忙就忘了！”黎老师有些不舒服，反
问：
“ 你怎么不问一下米呷呷家呢？”
“ 问啦！”汪教授也有点不舒服
地说：
“你上厕所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新搬迁来的几家都没电。”黎
老师腹诽，汪教授迂腐，新搬迁的，线没架好，有电吗？
“ 汪教授，你
再打电话问问你家胡老师。”
“哪个胡老师？”
“幼教点的。”
“怎么就
成了我家的呢？”真听不出汪教授生气还是傲娇。黎老师解释，这
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喜欢说
“学校家，医院家”之类。
电还是没来，两个人决定再打电话问村电管，被对方数落了几
句，电管最后说：
“用电卡刷刷你们的电表，电就来了，过两天，赶紧
缴费！”两人异口同声——
“啊！”

□蔡凤英

春天里的苦刺花
□袁豆
春天里，
在啊喇行走，
总有意外让这个春天充满思念……
我把所有的目光凝望啊喇的山山水水，眼里满是花开的艳丽。
山坡上苦刺花尽情绽放，那是积蓄了千年的力量，穿越严寒，
在这个春天迎风舞蹈。啊喇的春天，阳光照耀在山坡上，远远望
去，苦刺花浸透所有的相思静静等候你的到来……
一朵朵花，舍不得采摘，就这样默默守着花开，此刻你是你的
风景，
我是我的世界。
在啊喇乡农家小院，看到主人在洗苦刺花，瞬间唤起记忆中的
童年，让我想起在老家求学的岁月。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远远赶不
上现在，能在春天里有一盘苦刺花面团，就是童年里最美好的记
忆。花朵摘下后洗净，入沸水烫透捞出，在清水里稍微浸泡除去苦
涩味，用干面粉与苦刺花揉在一起，在锅里蒸熟后食用，面的清香
加上苦刺花淡淡的苦味，是我年少时最喜欢的食物。记忆中的滋
味无法忘记，那是难以割舍的情怀。
苦刺花，顾名思义是因为枝上带刺，羽毛形状的叶子，别名也
叫做白刺花。花开时节，山坡上勤劳一天的乡亲收起农具，在回家
的路上摘下一朵朵苦刺花，给家里等候的孩子做苦刺花吃。我想，
这个一定就是记忆里妈妈的味道。
在啊喇见到苦刺花，不禁怦然心动，坐在农家小院里，等候记
忆中的味道。
农家小院里，阳光透过枝叶洒落大地的光影，让这个春天更加
妩媚，
田野里醒来的种子在土壤里悄悄发芽，书写着这个春天。
此刻，农家小院的主人把炒好的苦刺花端到我面前，一股股清
香直入心扉，我的呼吸也在瞬间停止，
花香肉香弥漫着这个春天。
花是山上采摘的，肉是农家小院自己养的猪，花的清香与肉的
鲜嫩结合，让所有的日子都有了颜色。
在快乐中品尝，
那是拾起的一首老歌，
让记忆与今天重逢。

诗三首

洁 净
□麦子
务本的春天，
是一个洁净的词
只要你铺开笔墨纸砚
微风。嫩芽。花朵。
还有肤白的纤手
全部都归集成
一幅水墨。怎么看
怎么美

星 星
□陈建
比人心敞亮，
比音符流动
心疼如针眼，
澎湃似浪花
三万里春天
你藏在花蕊中
五千里河山
你隐在白云之上
对着地球一跃
向人间报之以歌
在夜空和尘世之间，
终未风干
爱它
就要爱无尽的夜幕
以及将你击得粉碎的那个人

风 季
□彭英
蝴蝶、
风筝和鸟鸣
这些轻浮的事物
都到温柔乡里寻梦去了
城市边缘
人烟日渐稀薄
只适合生长茂盛的工业炊烟
季节一再鼓动
游走四方的风开始撒野
它打乱花草树木的情绪
赶走悠闲的白云
搅起人世间的纷纷扰扰
浑浊、
恍惚
就随它吗？
要如何才能抵挡？
单薄的挡风墙在风中犹疑
竭力把愿望定格在白净清新的世界里
你要坚强一些
流言和风声终将消散
看，
风季就要过去

我的藏区情结
□石长元
2018 年 11 月初，临近立冬时节，崇山峻岭中的凉山州木里藏
族自治县已颇有寒意。
一个月前，我作为攀枝花市第五批援藏干部人才来到木里，在
县规建局挂职专业技术人员。寒冬即将来临，为充分了解藏区群
众的住房情况，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我将深入木里县克尔乡三家村
等 7 个村组，对农村住房享受藏区新居、易地扶贫搬迁、彝家新寨、
幸福美丽新村等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摸底，并对农房政策保障落实
情况、农户满意度进行调查。
启程下乡当天，一路上，山脉连绵起伏，山路蜿蜒盘旋，天空中
刺眼的光辉，澄清而又缥缈，
思绪百感交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藏区。2010 年，四川省启动了公开选
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报考并被录
取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村干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藏区。
在工作中，我主要履行宣传落实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联系服务群
众、推广科技文化、参与村务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职责。两
年多时间，我奔走在藏区，与藏区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
2013 年初，结束工作后不久，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为甘孜
州德格县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并前往乡镇司法所工作，这是我
第二次进入藏区。指导管理调解、负责社区矫正、协调安置帮教、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再次沐浴着这里的
阳光雨露，那人、那物、那情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触动着我的心
灵。一年多以后，
由于各方面原因，我辞职来到了攀枝花。
“吱”的一声，一个急刹把我从思绪中惊醒，放眼望去，克尔乡
政府已到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此时已近黄昏。简单收拾整顿
之后，和衣而卧。夜，静谧得如同一潭幽深的井水，我瞬间入眠。
次日一早，我便开始走村入户，一间间红白相间的农房错落有致地
镶嵌在山间，为萧瑟的冬季增添了几分生气。
在实地走访中，我深刻感受到这里人民的淳朴善良，积极主动
配合调查踏勘工作，虽风冷露寒，可入心的却是温暖，驱走了一身
的疲惫和寒意。
在时光深处，我的藏区情结写进记忆，愿不负韶华，让每一段
墨锦，
叠叠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