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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生产现场，总会看到个别同志对安全帽的佩戴不
以为然，甚至认为事故真来了“ 安全帽也救不了”。每每看到
这些，我就不由得想起一个寓言故事。

一只狗熊正在草丛中睡觉，忽然森林起了大火，它急忙爬
起来，准备救火，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救。这时，一只松鼠告
诉它水能救火，狗熊急忙捡起地上的一只罐头盒，到河边打
水，可是当把这点儿水浇到火上根本无济于事。狗熊急忙又
打了一罐，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狗熊累得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森林也被烧光了。狗熊有气无力地说：

“吃一堑，长一智，我知道了，水是根本救不了火的。”
水是根本救不了火的,跟“ 安全帽也救不了自己”这两种

言论是何等的相似啊。别看安全帽平常无奇，可是，“小小安
全帽，蕴藏大道理”。安全帽光滑的表面和帽顶上一道隆起的
顶筋，实际上是为了减少坠落物冲击力而特制的。帽里边连
着一根扣带的网状帽箍，是安全帽的一个关键部分，它能够延
迟并减少传递到头部和颈部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吸收
由撞击带来的大部分能量。据统计，正确佩戴安全帽可以降
低头部外伤发生率70%。如果没有安全帽，也许一把高处坠
落的螺丝刀就会成为致命伤害，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另外，
戴帽不扣带，一旦发生高处坠落事故时也很危险。因为从高
处坠落时，不扣带的安全帽往往被抛飞的无影无踪，怎能保护
自己呢？

煤矿的杨柳长了一茬又一茬
燕子来了一群，又飞走一群
你我的眉梢也开始渐生皱纹
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
我对幸福的定义
又多了一份理解
平安，健康、信任，包容
所以，她不再抱怨我分给她的时间太少
因为她说，透过我的眼睛
她看到了信念的光芒
青春的力量
通过我的耳朵
她听到了大地的声音
煤海的涛声
那一刻，她听清了我与煤的对话
读懂了，光明与黑暗的意义
明白了，生命与死亡的较量
感悟了，责任与担当的态度
理解了我凡事小心谨慎，甚至苛刻的行为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你安，我安，大家安
看，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天就要亮了，我也快下班了
她急忙洗漱自己
打扮成我喜欢的样子
打开了窗户，拉起了窗帘
并请来第一缕阳光，照在我进门的方向
此刻，这个小小的房间，多么丰富
水壶里的水正冒着青烟
茶叶在玻璃杯深处发芽
她，在等我回来

平安的每一天
温馨氛围荡漾在家园
如绽放出芬芳的花朵
平安是一份甜蜜的追求
似那亲切而又炽热的阳光
总能给我们洒下生命的斑斓
我们每天相伴
清晨，踏着警示铸就的安全线
走在幸福的岸边
晚霞
我们抓住安全的缰绳
感受快乐的体验
让驰骋的生活之马
去把快意的安全体验
幸福平安
相随我们月月年年

亲爱的老公：
你好，好久都没有写过信了，

当你看到熟悉的字迹会是怎样的
表情呢？今寄家书一封，也是把对
你的思念和牵挂表达给你。

每次你回项目部，我为何执意
要去车站送你，你知道吗？因为你
是我的港湾，是家庭的支柱！我知
道你工作的重要性，肩负生产的同
时，也肩负着安全的责任。你们工
作任务繁重，安全要求高，工作节
奏快，稍有放松就会直接影响检修
质量。因此，加班加点、夜以继日
成为平常之事。越是这样我越为
你的安全担心。作为工程负责人，
你几乎每天泡在施工现场，有时为
了工程质量，不放过任何一个瑕
疵，你经常在检修现场穿行，这让

我不免为你的安全担忧。安全施
工这个警钟需要时刻鸣响，在拚搏
奋战的时候更是要紧紧绷住安全
生产这根弦，要时刻保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意识。

安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通往成功彼
岸的独木桥，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去感
受成功的欢喜。拥有了安全，虽然
不可能拥有一切，但没有安全就一
定没有一切。你的安全就是我们
的幸福，你的平安对我和孩子很重
要，我期盼你每天传递的都是平安
的消息！等你平安归来！

祝 工作顺利！
你的妻子：刘敏

2019年8月28日

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葱绿
的山林里百鸟在歌唱；潺潺溪水蜿蜒
着的原野爬满明黄色的小花；河岸上
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在闲聊着快速发
展事物里的种种感受，安享生命或喜
悦、或烦忧、或争执、或甜蜜的拥有
……因为有了生命的鲜活，大自然才
被称为美妙；因为有了生命的颜色，人
类才能体验活着的意义；因为有了生
命的搏击，大千世界才会有无限情趣
……

而每当看着因各类事故的发生，
那亲人们一张张憔悴木讷的面容；每
当听着因一小小的疏忽，造成重大伤
亡里那一个个痛不欲生的呼号；每当望
着因偶然的失误，导致终身悔不当初愧
疚里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我的心在
颤抖、在滴血、在绞榨着各种苦痛的滋
味……“安全”这两个字眼久久、久久萦
绕胸怀，鸣笛着心声……

如果，每个人真的把“安全”放在大

脑思维的首位；如果，每个人准确把“安
全”铭刻在身体力行中；如果，每个人确
切地视“安全”为己任，严谨每一项安全
操作规程……多么美好的社会、多么美
好的生活、多么美好的事业啊，会将这
美好的生命锻造得更加绚丽多姿！

都说：“我们无法预知天灾人祸”。
但，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验证着凡
事都可人力而为！地震、海啸、洪峰都
可预测，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地球人
为创建更好的生活环境减少灾害而努
力着！反而，各种人为事故的发生给我
们易感的心灵造成永久抹不去的伤痛；
给我们原本辛劳的工作形成破坏性的
阻碍；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遗
留下更多、更繁杂的社会负担！

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在我
心中”的思想深意，努力学习各项安全
技能，提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突发事件中能够用良好的素质应对
自如、稳妥行动，确保“三不伤害”。

事故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
性。偶然是指事故发生的时间往往是
无法预料的、是在瞬间产生的。必然是
指事故发生都有其原因的。无论内因、
外因都有其促成必然发生的条件和趋
势，或是思想麻痹、或是操作有误、或是
检查不到位、或是维护不及时……！

我们要真正做到从自我要安全，只
有坚固“我要安全”的思想，才能引领我
们在工作中决不放松警惕，时刻按照安
全规程办事，一丝不苟地去行走安全
之路……如此这般，用安全指导行为，
从行为中鞭策安全，才能真切着将安
全带到工作岗位上，将幸福美满带回
家中！

在和煦的微风里，我们在“安全生
产人人有责”的旗帜下，又一次庄严宣
誓，将安全进行到底！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海里都飘扬
着安全的风帆吧，在人生这个波澜壮
阔的海面上无畏航行！

“大伟近两个月来，工作质量
有了明显的改变，操作规范、标准
化水平明显提高，根据月度考核
评比，这月他被评为优秀班组员
工。”通过班委会研究，班长在班
前会向全班进行了通报，赢来一
片掌声。

班组表彰会上，班长表扬了
大伟，并请他发言谈体会。

大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有
些激动，又好像有些尴尬，但还是
很快静了下来。

“首先是班长领导的好，我认
真按照规程要求做，精心操作，不
怕麻烦……”

“少拍马屁，说自己怎么从
‘三违’人员变成遵章守纪的。”班
长道。

“ 真 的 ，我 就 是 这 样 想 的
……”大伟的解释让班长笑了，似
乎好像知道什么秘密，让他坐下，
开始点评昨天的工作。

两个月前，大伟因为戴手套
掌钎子打眼，被安监部门逮个正
着，“三违”学习半个月，工资只发
生活费，自己心烦透了，虽然承认
自己的行为不规范，但也没有出
现危险，好想和千里以外家中的
妻子联系，听听家里的情况，却又
怕自己说漏了嘴，让家里担心。

当妻子问他时，他总说自己在矿
上挺好，妻子也不再问，连续几天
也没给大伟来电，大伟有些困惑，
无意间，有个叫小芳的通过QQ找
到了他。

“你好，有缘认识你。”对方发
来了信息。

大伟一直十分疼爱自己的妻
子，从未对其他女人有什么非分
之想。尽管经常有人想加他为好
友，他却从不理会。而这次不同，
大伟的心情实在糟透了，便不由
与这个网友聊了起来。

“你是哪里人，是干什么工作
的？”

“湖北红安，现在在内蒙古的
一个国有煤矿，你呢？”大伟没告
诉他真实单位。

“呵呵，真巧，我也是湖北的，
我男人也在煤矿，也是国有企业，
不过是在山西太原吕梁”。对方
回道。

老乡、煤矿，一下子共同语言
多起来。小芳告诉他，自己的男
人在矿上虽然是煤矿工人，但是
井下工作环境特别好，单位抓安
全很严，收入也挺高，每月工资
总是准时打到家中，关于煤矿的
情况，除了男人告诉她一些情
况，她了解得不多，最近，听说有

煤矿井下发生了事故，而且，前
不久距离她家不远，有个干煤矿
的因为违章出了事，男人走了，
顶梁柱没了，一家人的幸福也没
了，她想多了解些情况，所以才
想找个与煤矿有关的人聊聊关
于煤矿的事。

大伟告诉她，现在煤矿安全
环境挺好，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大的事故，只是个人操作行为不
规范，可能会因为违章造成事
故。说到这，大伟的心好像被自
己狠狠敲了一下。

网友小芳说有些忙，有空再
聊，就下了线。从此，小芳隔三差
五便与大伟聊些煤矿与家庭的
事，大伟也将自己矿上的事告诉
她。

“三违”学习班后，重新上岗
的大伟，班前检查，心理调整，现
场正规操作，每一个程序和细节
都仔细来过，工友们感觉他好像
变了个人。

这些天，网友小芳跟他聊天，
听他说井下的事，小芳对他特别
的关心，处处叮嘱他要做好安全，
让他倍感温馨，也让他感觉小芳
聊天说话口气特别的亲切，而妻
子却不像以前那样问这问那关于
安全的事，有时来电话也是三言

两语。
昨天，网友小芳又上线了，两

人聊到大伟的矿，因为获得了国
家一级安全标准化矿井荣誉，吸
引了不少单位前来参观，小芳告
诉大伟，很想到大伟的矿看看，让
大伟心里格外忐忑，大伟一直想
和小芳视频，总是被拒绝，想不到
她要来，大伟心里很痰液，感觉对
不起妻子似的。

开完工前会，大伟下井后，集
中精力，认认真真干好一班活，收
工时，班长让大伟和他一起上井，
告诉他嫂子来矿探亲，做了几个
硬菜，哥俩喝两盅，大伟正愁网友
小芳来矿的事，经不住班长劝，到
了班长的临时家属探亲宿舍，只
见妻子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笑眯
眯看着他，让他如堕云雾之中。
此时，班长嫂子从厨房出来，满面
笑容说：“小芳来了，你也不好好
接待人家”。

原来，大伟违章后，班长看到
大伟情绪不太好，给大伟的妻子
王敏打了电话，告诉大伟的情况，
希望王敏不要因为大伟违章直接
责怪他。王敏就想了个用QQ的
办法和大伟联系，大伟听后更加
爱自己的妻子，也更加坚定了干
好工作的信心。

我认为，安全工作必须全员、全时制、全方
位、全过程预防和管控，容不得半点疏漏、半点
马虎、半点侥幸和半点松懈，用“全”来保证

“安”、实现“安”，方是真正的“安”。
全员参与，一个也不能少。要让每个人深

刻理解安全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逆反情绪，切实把不愿出
事、不愿被伤害的主观愿望落实到主动防范事
故的实际行动中，使安全化为一个文化的因子
融入头脑里，体现在工作生活上。

全时制监管，一刻也不能松。“十年开车好，
事故在一秒”。没有安全的分分秒秒，就没有安
全日、安全月和安全年。因此，安全工作年年
讲、月月讲、日日讲，永远不过时，永远是“现在
进行时”，必须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实
的工作作风，管好八小时内外，时刻以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戒备心理防事故、抓安全。
全方位展开，一事也不能丢。安全发展是个综合效应，是

包括安全管理在内的生产、经营、政工、后勤各个领域的系统
工程。安全工作涉及每个人、每个单位、每项任务，任何方面
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体，任何局部的失误都会影响全局。就安
全抓安全，常常是防不胜防。安全，从哲学上讲是个“一果多
因”的问题，在实践中是多种要素、多种渠道、多种领域和各项
工作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大合唱”。

全过程跟踪，一步也不能省。安全隐患时时有、处处有、
事事有，老的隐患消除了，新的隐患还可能会出现。这种经常
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特征，决定了安全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
必须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只有步步盯紧，环环相扣，才能筑
起安全的铜墙铁壁，把事故隐患拒之门外。

让心海飞扬 幸福永驻

网 友

穿越煤层
她在等我回来

甜蜜的追求

﹃
全
﹄
才
能
﹃
安
﹄

一则寓言的启示

等你平安归来

安全感悟

◎宋佩

安全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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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小说

◎高源
安全家书

◎刘敏

安全随笔

◎刘兰兰

安全演讲

◎邓晨

发展离不开安全 墨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