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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1969年 9月初，我随通城北港区
杨部公社 700名民工队伍，一路步行
120多里来到崇阳青山水库工地。我
当年34岁，是个伤残退伍军人。因读
过三四年私塾，当过民办教师，营部
（公社）负责人胡炳林是公社党委副书
记，任工地营长。他安排我当食堂会
计，总管工地700人吃喝拉撒，一些大
队民工头儿，称我为“钱粮大臣”。

上工地前，我是高峰大队会计，大
队党支书记张昌友是本大队90名民工
领队。两年前，我在桂家畈（陆水）水库
当过营部会计，管理工地食堂轻车熟
路。杨部公社700名民工住在大坝下
一里许河边工棚里，食堂是个大工棚。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民工营长胡炳林时年 25岁，精明能
干。他把食堂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担任会计又兼任营部食堂负责
人。食堂有 8个伙夫，4个樵夫（砍柴
人）、一会计、一个出纳，还有个叫吴
德峰肢残人，协助我管理食堂。民工
开饭 6个人一桌，一般是一菜一汤，
突击期间二菜一汤，搞突击时保证早
餐有肉。

我从县（团部）领导口中得知，青
山水库是个大型水利工程，蓄洪后，
水库水面达 2万亩，蓄水 4.7亿立方，
能灌田 10万亩，还能发电。为了赶
在春汛前筑好大坝，咸宁地区从通
城、蒲圻、鄂城三县调 2万名民工支
援，加上崇阳7个区调的3万民工，工
地上有约 6万民工。我从驻地远望，
大坝工地人密如蚁，广播乐曲和劳动
号子，交织成战天斗地的进行曲。社
会主义水利建设大会战场面激动人
心，民工们劳动不吝惜汗水。

当年，根本没有现在挖机之类机
械，筑大坝全靠人工挑土上坝。崇阳
人担土方用的是土箕，挑土一路洒下
不少。通城人用的是小圆筐，一担有
100多斤，挑土石方工效高。当时久
旱不雨，窄窄的上坝小路，被踩得积
有二寸多厚浮尘。民工劳动一天回
来，人人灰头土脸，一些中青年民工，
因打赤膊担土，汗水将灰土粘在身

上，用水抹澡时，脸盆的水几乎成了
泥浆。工地民工几乎是清一色男工，
只有少数女青年，她们是每个大队派
到工地搞后勤服务的，职责是照顾病
号，或是营部卫生员。我营卫生室有
一对姊妹花，是水口大队人，姐姐叫
吴金梅，是公社卫生院抽调来的，妹
妹是初中生，也参加过赤脚医生培训
学习。姐妹俩有时随民工出勤劳动，
大多数时间呆在工地卫生室。因她
们长得漂亮，见人一脸笑，不少青皮
后生，手上刮去一点皮，或手掌有个
血泡，就借故跑卫生室，图姊妹花赐
个笑脸，或亲手为其涂抹一点红汞碘
酒之类药水。因她们表现好，姐姐后
来升任了公社妇女主任，妹妹也到了
公社卫生院工作。

我们一个 700人的大食堂，要把
伙食办好，让民工吃饱吃好，为劳动
强度大的民工恢复体力，达到提高工
效，早日完成营部筑坝任务，是件很

费心的工作。
当时指挥部一个标工补助一元

钱，半斤粮，一个民工一月一斤肉。
营长胡炳林在办伙食上特别用心。
他吩咐我，说食堂伙食好坏，直接关
系到民工劳动干劲。他规定食堂三
天吃一次肉，隔天有豆腐干鱼，米饭
管饱，白菜萝卜，南瓜菜可添。因我
营伙食好，出工早，工效高，一个民工
一天能得一个半标工。一天早上，胡
炳林见一个头戴草帽的人，低着头，
在和 5个民工吃饭，一连夹了 2块肥
肉吃。胡炳林将那人将草帽一掀，喝
道：“李小子，你们墨烟公社的怎么在
我这里吃肉？”原来戴草帽的人是墨
烟营的一个副连长。胡炳林当即批
评我，怎么让外营人来混饭吃？我
说：“早上天未亮就开饭，几百号人，
我没孙悟空火眼金睛，能管得了吗？”
一连几天，我闷声做事，不理胡炳
林。一天吃饭时，他又主动与我打招

呼，说自己说话没遮拦，叫我莫见
怪。我们一笑又和好如初。

为了办好伙食，我总是凌晨三、四
点钟起床，先将泡好的黄豆漂洗一遍，
再喊几个伙夫起床，安排 2人推石磨
磨豆子，吩咐人烧水泡浆。待四、五十
斤豆子打成豆腐，已是日上三竿。当
然，杀猪宰羊、厨师先尝。我也暗内留
一二钵豆浆，让几个伙夫和胡营长及病
号喝上一小杯，有时还放了点红糖。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工地民工
因劳累和家务事，一、二个月也要换
人。我们后勤人员，则是长期的，但一
月能轮流放三天假回家休息。当时无
车，都是步行。记得我有一次老婆病
了，我一早动身，从青山至蔡家墩，沿隽
水河上溯而行，120多里路走至天黑了

一阵才到家。在半路的一代销店里买
了半斤冰糖，给几个孩子。我见老婆
患重感冒，送到公社诊所打了一瓶吊
水针，到村里买了10来个鸡蛋。见老
婆病有好转，第三天半夜，我就往青山
水库工地赶。天黑一阵到了青山工
地。听说，工地要搞大突击，营部还要
调民工来，我又连忙和食堂的人忙着
备办次日伙食。

我营驻扎的地方，离村子只一箭
之地。村里有个姓周木匠，比我年长
几岁，我与他一来二往，日渐熟悉起
来，后来亲如兄弟。临近年关，我们
通城民工将离开工地，周师傅用一块
三指厚红木木板，做了条一米多长高
脚板凳送我，50年来，我拆旧房建新
房搬迁几次，这条板凳一直在使用。
这条普通的板凳，是社员参加社会主
义水利建设的见证，是艰苦岁月中 2
个公社社员友情的结晶。
（通城县大坪乡花墩二组 胡桂清）

水库工地的“钱粮大臣”

弘扬“工匠精神” 助推崇阳高质量发展

近 30年的光阴岁月里，魏滃本
着一颗医者的初心，谨记“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宗旨，在医疗领域努力
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人生追求。

作为“光明使者”，除了平均每天
要做四五台手术，他还着力提高县级
眼科技术水平，开展了小切口非超声
乳化白内障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超声
乳化白内障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白内
障青光眼联合术等手术，填补了崇阳
县白内障、青光眼手术空白，增加了
县区复明率，降低了致盲率，明显解
决了群众以前要到上级医院就医的
困难，并为患者节约了开支。

医者仁心，从自我提升到培养人
才，魏滃怀揣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心，活跃在基层播种光明，为更多眼
疾患者打开光亮的大门。

崇阳县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魏滃

妙手仁心护光明
崇阳县第一中学副校长余澍

三尺讲台写青春
他是崇阳名师、咸宁骨干教师，

也是湖北优秀教师，在20年的教育教
学工作中，三尺讲台勤耕耘，育得桃
李满天下。

在班级管理中，他深知教师的一
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他俯下身来聆
听学生的心声；在教学上，不断探索，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多年来，所
带班级的数学学科成绩在各类教学
评比中名列前茅；教研教改工作中，
不断深钻教材，大力推进新课程改
革，制订了一系列符合学生发展的具
体措施，以研促教，先后撰写多篇学
科论文发表或获奖。

教育之路，余澍信奉“马不扬鞭
自奋蹄”，耕耘就有收获，淡定就是坚
持，坚持就是成功。

湖北通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利斌

大显身手的技术标兵
只要是他负责的项目，每一个施

工方案的编制都有他的参与，每一个
施工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
是曾利斌，既是业务技能标兵又是管
理能手。

从路基、桥涵到测量，他长期工
作在施工现场的第一线，施工中严格
要求各个工序的衔接，保证项目质效
双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冲
在最前面，急现场之所急。每次在技
术上出现疑难问题时，总是他牵头仔
细的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根源，及
时解决疑难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大
胆尝试创新施工材料和施工工艺。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在不同
的工作岗位都取得了优良成绩，被崇
阳县交通运输局评为“先进个人”，获
得“四大攻坚战”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崇阳县蔚泰绿化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王珊崇

城市园林“美容师”
鸟语花香，绿荫环绕，天城一派

生机的背后，有他的一份精心设计，
也有他洒下的一份汗水。

从事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20多年
来，王珊崇在从事植物生理、栽培、
育种等方面的研发和园林绿化工程
的建设等工作成绩斐然。要创造有
优美城市生活空间，他带领团队充
分利用地形进，并结合人文地貌特
点进行改造，营造出一个自然山水
园林城市，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美如
四季园林精品；他精心组织，开展科
研攻关，不断改革创新，对植物成活
率进行有效保护措施，降低工程成

本，为园林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宝
贵了经验。

他精益求精，打造一流工作团
队，誓为县域经济发展增砖添瓦。

崇阳县供电公司助理工程师王佳

用心守护万家灯火
他善学习、肯专研、懂技术、能吃

苦，一直奋战在安全生产一线，用心守
护万家灯火。在他身上，有着电网人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执着精神和
专注品质，他就是90后电力工匠王佳。

从业 5 年，他先后参与了城区
10KV 线路绝缘化改造项目、城区
10KV重载线路负荷切割项目以及每
年重大活动的保电工作。作为一名
电力线路巡查维修工作的现场负责
人，他所展示出来的精湛专业技能和
严谨的工作态度，令人刮目相看。这
让他获得了上级部门和同事的一致
认可。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默默奉
献，只为万家灯火更加璀璨明亮，王
佳用真情与汗水诠释了电力“工匠”
的担当与作为。

他辛勤工作、刻苦钻研、敬业奉
献，从一名普通织布机维修工成长为
不可或缺的电气总工程师，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15年前，面对一台没有资料图纸
的二手进口设备，他带领同事一连
30 多天奋斗在车间一线，只为尽快
完成安装实现投产。多年来，在公
司扩能技改项目、搬迁改造项目、新
建项目、大型设备维修等方面，他都
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一股子不
服输的倔劲伴让他不断钻研，并获
得多项发明专利，曾获湖北省总工会
金点子奖。

如今，他积极钻研人工智能、AI
技术，只为不断提高公司的自动化程
度，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他
是紧跟时代的创新者，也是实干苦干
的“老黄牛”。

稳健医疗（崇阳）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雷明昌

自学成才的革新能手

十几年来，他立足岗位潜心钻研，
通过大胆创新和技术改造，多次解决
了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110多万元。

他立足岗位，虚心学习，勤于专
研，大胆创新，带领车间员工完成了
一次又一次艰巨任务。织布机大卷
装改造项目，减少浪费 2.6万元/年；
织布机一机两幅改造项目，增加效益
23万元/年；免上浆织布项目，每年节
约费用 60万元，还减少了污染排放；
节能喷嘴改造项目，节省电费 30.66
万元/年……

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

好，在金劲松的带领下，织布车间员
工个个技术过硬，人人爱岗敬业，车
间织布产量与质量创历史最优。

湖北中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织布车间主任金劲松

技改创新提质效
湖北晶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班班长刘进军

汗水浇注美丽青春
他没有光鲜的外表和华丽的辞

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踏实
肯干、刻苦钻研的韧劲，在充斥着噪
音和高温的生产车间默默奉献着自
己的光和热，他是80后班长刘进军。

作为一名青年岗位技术能手，他
深知光有吃苦精神和十足干劲还远
远不够，还要具备干好工作的过硬本
领，要向实践学，向他人学，走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面对新型电气
设备的自动化程度高，技术精密度高
的要求。他坚持学中干、干中学，遇
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傅和生产厂
家的技术工程师请教，打破沙锅问到

底，非弄个水落石出。
默默无闻中不断前进，任劳任怨

中屡创佳绩，刘进军生动展示了一位
普通工人追求卓越的光辉形象。

崇阳碧云天大酒店行政总厨庞敏珠

追求极致放大厨艺
26年专注于厨艺，在菜品和味道

上全身心投入，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他就是天城工匠庞敏珠。

带着军人刚毅坚韧的性格，凭借
着勤奋和才能，他入行四年便可在后
厨独档一面。他对每一样食材都精
心雕琢，每一样菜品都深思熟虑，一
对猪耳朵能琢磨出新菜品，几条冬笋
也能做出凉菜拼盘，凭借着高超技
艺，他在2017年被当选为崇阳县第一
届烹任酒店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并获
得“厨艺之星”称号。今年，由他打造
的“江山如画吉庆宴”，被评为崇阳四

大名宴之一。
功成名就，不放下厨刀，不放下

铁勺，不放下雕刀，

崇阳县银丰工艺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洪秀华

双手点亮幸福人生
作为一名工艺灯笼设计师，洪秀

华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作为
一名传统手工工艺的传承者，她在坚
守的同时不断创新。

近 20年来，只有高中文化的洪
秀华刻苦专研学习，工艺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她设计的作品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让公司产品远销海外 20多个
国家，深受外商和客户的青睐。央视
也将她制作工艺品的过程拍摄成了
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她工作上
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和追求完美的
工匠精神。

一件花灯，从贴骨架到糊纸直到
缀好灯花，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一

般，经历着初萌、出生和成长，都等待
着烛心被点燃的璀璨……在洪秀华
的眼中，这就是最美的时刻。她希望
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出更多受欢迎的
灯笼。

崇阳县工商银行工会主席孙胜望

方寸之间栽植美景
从 1987年开始接触盆景，到深

深沉迷其中，再到制作、研究根雕、盆
景，孙胜望已经徜徉在如诗如画的盆
景世界里整整32年了 .

今年 63岁的他，是中国盆景艺术
家协会理事，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盆景
赏石分会委员，湖北省花木盆景协会
常务理事，《盆景研究》编委。

他坚守自己的创作原则。他认
为，盆景植物的生长不能违反生长规
律，所以盆景创作只能循序渐进，不能
急于求成。更不能为了盲目追求商业
利益，破坏国家保护植物和生态环境。

三十载痴志不渝，辛勤换得硕果

开。孙胜望的盆景作品，在各种展览
会上屡获大奖，从 2000年至今，他在
省级以上盆景展览会上获得的奖牌
多达36枚。

崇阳尚美美容美发机构负责人王三军

回乡创业引领时尚
1882年出生的王三军进入美容

美发行业已有十几年，在上海、广东
的工作经验让他对时尚有着敏锐的
嗅觉。

随着崇阳经济的不断发展，时尚
产业是撬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支
点之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
增长。进过深思熟虑，王三军在在三
十而立之年，他选择回到崇阳抓住机
遇从“头”开始。

带着一股拼劲儿，他不断继续
锤炼技艺、守正创新，用最细致的
服务让顾客把美的体验带给顾客；
带着一股韧劲儿，他不惧困难和挑

战，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让人们
看到崇阳美业人为城市带来的魅
力和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