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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是某矿机电科的职工，凭着
183cm的身高、匀称的身材和英俊的面
庞，他被称为工区“第一帅哥”。只是在
工作中太“不拘小节”，不是这毛毛躁躁
就是那违规违纪，短短一个月里竟创下
6次违章的纪录，工友们私下叫他“违章
哥”。

这天中午，张伟被安排在井下挂接
地线。他环顾四周，见附近没有安监人
员，便顺势将安全帽摘下丢到一旁。正
在他对自己“帅气”的行为沾沾自喜时，
未曾想支部书记就站在身后，“你在干
嘛？谁让你把安全帽摘了的？”张伟狡
辩道，“沙书记您是不知道，这个帽子卡
的我脑袋相当不舒服，遮挡视线不说，
还影响我发挥真正的实力！”“给我闭
嘴！这段时间你违章多少次了，‘违章
哥’的头衔是不是想顶一辈子啊？”看到
沙书记真的生气了，张伟赶紧把安全帽
戴上，耷拉着脑袋回到工区接受处罚。

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打破
新的违章“纪录”后，女友小何又找到
他，“我们分手吧！你也知道，我的父亲
干了一辈子的煤矿工作，别说是违章
了，就是一丁点儿的不规范操作都没
有。他对‘三违’行为恨之入骨，认为这
种人不靠谱，坚决反对我跟你交往。”说
完，小何便离开了，留下张伟一个人呆
呆地愣在那里。

张伟来到工区找领导汇报工作，
“沙书记，女朋友和我分手了。真搞不
懂，工作违章跟生活不靠谱能扯上什么
关系。”沙书记示意他坐下，“一个人有
没有担当、靠不靠谱，从他身边的工作、
生活都可以看得出。试想一下，你成天
工作马马虎虎，对工作极不负责，甚至
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这样的人值
得托付吗？”听了沙书记的劝导，张伟痛
定思痛，决心一定要改过自新，不但自
己不违章，更要坚决制止身边的违章行

为。
认真起来的张伟果然不一般，平日

里毛躁的小伙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对工作用心尽责的矿山好电工，沙书记
欣慰不已。

这天，张伟来到井口，准备乘坐罐
笼到井下检修设备。这时，身后突然传
来一阵烟酒气，他回头一看，是瓦检员
小刘。他转身对小刘说道，“看你这一
身的酒气，是不是喝酒了？”小刘不以为
然，竟出言嘲讽，“我道是谁呢，这不是
鼎鼎大名的‘违章哥’嘛。怎么，今儿又
干起‘安全管家’来了？”“班中饮酒是严
重‘三违’行为，要么你今天主动跟工区
请假，要么我就直接举报你班中饮酒，
你自己选一个吧！”张伟义正辞言。小
刘见他态度竟如此坚决，只得乖乖地回
到工区请了假。

一个月来，张伟的表现有目共睹。
班前会上，沙书记宣读了对他的嘉奖，

“张伟同志在本月的工作中进步明显，
无违规违纪行为，特评为‘进步之星’。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再创
佳绩！”张伟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份来之
不易的奖状，心中感慨万千，正欲开口
时，忽然听到了久违的声音，“恭喜你
了，张伟。”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心心
念念的女友小何。沙书记走到他身边，

“你小子之前太过顽劣，为了转变你的
工作作风，我跟小何达成共识，想到了
这个‘分手促进步’的办法，让你浪子回
头。幸亏你小子回了头，否则这么好的
女朋友可真就不见了！”书记说罢哈哈
大笑，同时，递给张伟一束鲜花并意味
深长地对他使了个眼色。“我保证绝对
不会让你们的良苦用心白费，在今后的
工作中更加严于律己、遵章守纪！”张伟
激动地说，“就像沙书记送给我的鲜花
一样。”“你还真是想多了，我是让你把
花送给人家小何。”众人哄堂大笑！

浪子回头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见字如面，当你

们打开这封信时，希望你们
脑海中能浮现出你们儿子的
微笑，也希望你们能感受到
我对你们深深的爱意！

平 时 电 话 总 是 匆 匆 忙
忙，生怕打扰到我的工作与
休息，今天我就要好好和你
们聊聊。

爸、妈，我想你们了！虽
然手机视频中能看到你们的
面容，听闻你们的声音，但是
却握不住你们温暖的大手，
抚摸不到你们日渐斑驳的双
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外面的生活不管多么美
好，依旧是抵不过家里清晨
的一碗清粥，夜间的欢声笑
语。我怀念那有些微辣的咸
菜，怀念那夜间轰隆的火车
笛声，怀念那童年的记忆，怀
念那家乡的味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不用担心我，我在这里一切
安好！煤矿是锻炼我的地
方，在这里可以加深我的理
论理解，所学知识可以结合
现场工作，让我不负恩师的
教诲；在这里可以锤炼我的
为人品格，学会如何为人处
世，让我不辱你们的养育。
在这里，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体现我的价值。在这里，我
领会到了安全生产、快乐工
作的真正内涵，让我明白安
全是一切的前提！

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
活上，我的身边有了一群关
心我、照顾我、指导我的人。
矿上领导们体贴入微，不论
再小的问题和要求，都会及
时帮我们解决。进入煤矿行
业之初，我的师傅经常细心
指导，教导我如何成为一名
合格的煤矿工人，并用身体

力行来为我树立榜样；我的
同事贴心呵护，在日常工作
中，他们会指导我如何遵守
安全规则，毫无保留把自己
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让我
可以更快更好地去适应这里
的一切。所以，爸妈请不要
担心，虽然现在你们不在我
的身边，但是我的身边有一
群可靠的人，他们陪着我一
同前行。

虽然工作和生活中总有
些艰辛与不如意，但是我已
经学会笑着面对一切，所以
我不会去一味抱怨，我会用
我的双手努力拼搏，保障安
全生产，为自己创造更美好
的未来，为企业安全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雏鹰终归离巢，儿子总
会长大，我在这边一切安好，
切勿牵挂。

你们的儿子：杨森

小时候，对安全的概念并不清
晰。直到背起行囊走上工作岗位，
母亲总是反复的叮嘱：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干工作必须遵守
安全规章。我踏上车渐渐远去，仍
然可以看见父母遥望着我离去的
方向。那一刻的我深感到，无论身
在何处，我的安危都系于他们的心
上。

安全，犹如一艘扬帆起航的
船，承载着人生航行的旅程，它犹
如一阵春风，吹暖了人们的心灵，
它是一粒平安的种子，孕育着幸福
的生命，它带着家庭的祝愿、企业
的祝福，鲜活的在我们每个丰富多
彩的日子里。

有人说，生命是初生的无知，
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朝气，中年的
稳重，老年的知天命。当生命受
到威胁时，当生命在绝望时，你
才会想到，不能舍弃的是生命。
曾经有一位在煤矿瓦斯爆炸中
幸存下来的矿工，经过全力抢
救，因全身肌肉大面积萎缩，生
活已不能自理，家属需 24 小时
陪伴照顾，他的家人对企业的全
力抢救心存感激，“和那些长眠

井下的矿工相比，毕竟他还活
着，我们每天还能看到他。”遇难
者远去了，那么我们现在的从业
者，应该做些什么来告慰他们？
我想只要每个人能都真正承担
起安全生产的责任，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把安全工作放在心
上，落实在行动上，就可以避免
许多事故的发生。

一位同事曾经告诉我，她的父
亲在工作中因违规操作被灼伤了
右眼，导致右眼视力严重下降，虽
然矿上安排他去了许多地方治疗，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右眼中的世
界依然是一片模糊。听完这个故
事，我的心似乎在流泪，也许生命
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公平，但这更让
我们看清了安全就是生命的护身
符 。

听着春雨亲吻着花儿的呢喃，
看着万家灯火温暖的港湾，当家人
围坐在桌边享受着幸福的时刻，我
们更应该谨记安全的警示，严守安
全的大门，让安全为我们的生命保
驾护航。朋友们，觉醒吧，为了让
生命之花不至过早凋零，一定要让
安全永远与我们相伴。

当人们还在感叹生命转瞬即
逝的同时，一起起事故让我们每个
人都深切地体会到，一旦失去了安
全，一切都将被“清零”。

忘戴一顶安全帽，可能会把宝
贵的生命断送；一点烟火，可能会
令企业的财产化为灰烬；一次疏忽
违章，可能会使整个管理体系瞬间
瓦解。生命如流星般陨落，在血泪
浸泡中凄婉地哀述，悲凉地演绎着
人生的惨淡。一例例事故撕碎了
亲人们的心，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为之破碎，事故留在人们心中的
阴影久久挥之不去。所以，请不要
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疼痛的存在；
不要等到出事了，才知道安全的昂
贵。

我们要时刻把安全工作放在
心上，带着“安全”启程，体会“高
兴上班、平安回家”时的喜悦。工
作中践行安全使命，努力完成任
务，是对待自身工作的责任；严格
操作规程，遵守规章制度，是对待
生产安全的尊重；履行安全责任，
提升执行能力，是保证个人平安的

要求；提高安全意识，牢记安全叮
嘱，是保障家庭幸福的需要。所
以，我们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日常生产工作中的每件小事做
起，杜绝违章作业，遏制一切安全
事故的发生，让生产得以正常进
行，让安全得以持续稳定。

安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
岗位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相互
关心、相互照应的关系。当同事需
要帮忙、违规操作时，我们就应该
时时帮助、事事提醒，因为“安全连
着你我他”。这种关心、规劝和提
醒的多了，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举
动也就少了。平安不是树上的苹
果，熟了就会吊下来；平安不是天
上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平安是
山崖上的灵芝，需要我们艰苦攀
援；它是花园里的君子兰，需要我
们用心呵护。平安也不是仅凭个
人的努力就能实现，它需要我们团
结一心、协同推进，需要我们有爱
自己也爱他人的博大胸怀，需要我
们在岗位上踏实干好本职工作，满
怀信心履职尽责的勇气和信心。

安全是个人和家庭的幸福，
是每个人最实惠、最温暖的“获得
感”。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获得
感、幸福感就无从谈起。只有牢
牢绷紧安全这根弦，用安全托底、
让措施落地，职工生活才更平安
幸福，企业发展才更稳定坚实。

祸患积于忽微，风险藏于懈
怠。煤矿安全管理一旦松懈，事
故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威胁着职
工生命财产安全。很多血的教
训，都给安全生产鸣响了警钟。
沉痛的代价警示我们，责任缺位、
监管“失联”，安全生产这根弦松
了，生产生活就会陷入无防备状
态，企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必
须把准重点、抓住要害。尽管事
故的发生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深
挖根源就会发现，重特大安全事
故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
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
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
执法不严格、监管体制机制不完
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
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
生，动摇了安全生产的根基，也

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安全稳定工作连着企业持

续稳定发展的命运，宁可百日
紧，不可一日松。安全生产是一
项长期工程，遏制重特大事故频
发势头，任重而道远。安全生产
绝不只是墙上的标语，更不应

“走过场”“打折扣”，而是应该贯
彻于企业发展的始终，贯穿于生
产的每个流程，融入到生产生活
的每个场景。安全生产的客观
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实现安
全生产工作由被动处理向主动
防范的转变；必须坚持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着力解决深层次
问题，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必须坚持“科技兴安”战略，从根
本上提升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只有坚定不移地保障安全发展，
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化安
全治理创新，提升安全管理效
能，用系统思维和有效手段解决
安全生产问题，才能为企业发展
加固“防火墙”，为职工生命财产
安全织好“防护网”，给大家更多
安全上的“获得感”。

在这个微风轻吹的季节
我们与三月一起
铆足了复工复产的斗志
吹响了安全生产的号角
在矿区的每一个角落
播撒奋进的希望

无论掘进工作面
还是机电硐室
繁忙的背后
在平稳推进着
遵守安全规程的信念
保障生产安全的节奏

我们今天的努力
将汇聚成
未来发展的样子
而此刻
一个安全的梦想
正在煤矿的三月酝酿
一个稳定的希望
正在煤矿的今天启程

头顶的一束光
照亮的不仅是脚下
更是我们心中的未来
我们始终坚信
用双手守卫安全
用双肩担起责任
在这乌金之上
挥洒着汗水
怀揣着梦想
源源不断输送光明

安全永相伴

带上安全启程

我在这里一切安好

温暖的“获得感”

安全梦想在三月酝酿

挖掘太阳的人

安全演讲

◎潘梅

安全家书

◎杨森

安全小说

◎思禹

安全散文

◎刘小舟

安全随笔

◎季晖

安全诗歌

◎李进

安全诗歌

◎袁继聪

猜一猜

安全谜语

◎李兵

一、谜面
1、孕妇慎行（词语）
2、颜（安全工作术语）
3、引火烧身（词语）
4、弹丸之地（一字）
5、交通事故（一字）
6、烟缸（一字）
7、丈夫无恙（词语）
8、节约用电（礼貌用语）
9、征稿（一字）
10、飞机灭火（成语）
二、谜底
1、小心为怀 2、必须安全 3、自

燃 4、尘 5、轶 6、盔 7、公安 8、多关
照 9、救 10、上行下效

叫停 王宁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