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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云浮市的篮球少年张家城
因 为 一 段 篮 球 视 频 在 诸 多 媒 体 平 台 大

“火”，不仅许多 CBA、NBA 球星为他点
赞、送祝福，央视名嘴郭志坚亦在《主播说
联播》节目中对他大加赞赏。这些赞赏不仅
因为张家城在比赛中所展现出的高超而灵活
的篮球技术，更是因为他身上所折射的那种
逆境面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和勇气。

张家城童年时不幸失去右臂，但他却并
没有向命运妥协。从他最初接触到篮球开
始，便下定决心要把篮球学好。他同时也清
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如常人，他需
要比别人付出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努
力。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每天训
练，从未放弃对篮球的追求与梦想。“凡是
能让你变得好的事情，过程都不会太舒
服。”奋斗路上，他以此语作为座右铭，为
自己鼓劲，并始终坚信有朝一日，通过不懈
的奋斗，自己能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努力，再努力；奋斗，再奋斗。不经历
风雨，怎能见彩虹？那些用来浇灌梦想的汗
水，用来铭记时光的泪珠，从来都是生活中
最朴实的味道。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演员
马龙，每天晚上扮演“奋斗在路上”雕塑。
为了能在游客面前“以真乱假”，他勤奋苦
练，最终可以做到持续 15 分钟不眨眼。但
是，结束表演之时，他的双眼已经完全布满
血丝。“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传递的是一
种为了梦想不断坚持，为了美好生活一路向
前，不断拼搏的奋斗者精神。干一行就要爱
一行，做一行就要像一行，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奋斗在路上’的寓意，传递给
更多的奋斗着们。”谈及扮演“奋斗在路
上”雕塑的初衷，马龙的话语朴实而真诚。

成功就在身边，只要守住自己的信念，
只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为了那份信念去慢
慢奋斗，即便一时没有收获成功，也会离成
功更近一步。

奋斗战胜困境。就如在这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战斗”中，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
济、众志成城，共同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的
奋斗之歌：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决绝逆
行；人民解放军三军将士闻令而动、千里驰
援；党员干部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社区工作
者坚守岗位、挺在一线；环卫工人不辞辛苦、
无惧风险；外卖小哥竭尽所、能四处奔走；广
大志愿者自告奋勇、铁肩道义……最终，全国
疫情防控狙击战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矢志奋斗，百炼成钢。奋斗不只是响亮
的口号，而是要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完
成每一项任务、履行好每一项职。奋斗的道
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
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
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油价暴跌以及国内
经济下行等多重不利影响，广大石油管道人
不等不靠，砥砺前行。自复工复产以来，广
大管道建设者迅速投入到一项项重点工程建
设之中。从国外项目到国内工程、从大漠戈
壁到崇山峻岭、从管沟开挖到隧道掘进、从
管道试压到硅管敷设……那些身着红工服、
胸印宝石花的管道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高质量发展，他们争分夺秒、通力合作，
誓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任
务补起来”……同心协力踏平坎坷，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这便是管道人面对困难从未改
变的回答。

奋斗成就梦想。幸福生活不是等来的，
而是奋斗出来的。没有兢兢业业的奋斗就没
有成功；没有脚踏实地的苦干，一切梦想都
只能是空想。当前，管道局提质增效专项行
动和“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上台阶”
主题教育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作为企业
的一员，我们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勇于
担当，想企业之所想，谋企业之所谋，沉下
身、安下心，立足本职岗位，干好自己的
事，尽心尽力担责任、踏踏实实干事业，与
企业荣辱与共，共谋高质量发展。

奋斗之路漫漫而长远，有风有雨是常
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只要我们传承和发扬

“管道为业、四海为家、艰苦为荣、野战为
乐”，永葆一往无前、矢志不渝的奋斗姿
态，抓铁有印、踏石留痕地把应做的事情做
好，做到完美，在思想意识上锐意进取、在
工程建设中精耕细作、在生产经营上精打细
算、在企业管理上精雕细刻、在科技攻关上
精益求精，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终会踏平
坎坷成坦途。

奋斗之路

山再高，往上攀登，总能登顶；路再
长，奋斗下去，定能抵达。

——题记

文/胡翔伟

7月初，唐山，骄阳似火，晌午的阳光给大地带来
层层热浪，高温笼罩下的中俄东线 8 标段控制性工程
——青龙河穿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为了青龙河
穿越尽快完工，一群“红工装”正在主河道作业带上
预制着 900 米长的管道。他们虽来自平凡的基层岗
位，却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动。我们跟随镜头走近他
们，聆听他们的故事……

青龙河边“炼丹人”
下火似的天，天上偶尔飘过几片云，却未见

一丝凉意，走在青龙河畔的我，汗水顺着额头轻
轻滑落。透过窗，白色的铁皮房子内弧光闪耀着
发出兹拉兹拉的声响，一位头戴风帽的焊工从

旁边轻轻拍我，挥舞着双手嚷道：“别看！
别看！你会‘打眼’的，晚上会没完没了
地流眼泪。”我仔细一看他的胸牌，正是
我要找的张洪志。身材纤瘦的他，黝黑
的脸上一副方形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
在嘴与鼻梁之间已然被口罩勒出来一个
暗红色的三角形。湿透的风帽上沿着额
头凝结出了一圈白色的盐碱，汗水顺着风
帽边缘滴答着，衣服上大片湿透的印迹黏
在后背上，“我能和你一起进焊棚看看吗？”

“你确定，这外面这么热，里面可比……”
“我确定。”没等他说完，我就同他一同进入
焊接棚内。

唐山的闷热、太阳的暴晒，棚子里宛似
桑拿房一样热气逼人，里面狭小的空间除了
管子就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嘎吱一声门
被关上了，“热吧？让你别进来，你非进
来，这有啥拍的。”张洪志还在为我的决
定懊恼，此时对面却传来了爽朗的笑
声，梯子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位圆脸的
汉子，原来这是张洪志的搭档韩
杨，浓眉大眼的他居然开起了玩笑
说：“欢迎你参观我们的‘炼丹
炉 ’， 既 然 你 进 了 这 个 ‘ 炼 丹
炉’，就别想再出去了啊！”

随即，韩杨告诉我，自动焊
对风特别敏感，开门关门一进风
产生气孔就会出现质量问题，
如果产生了气孔，那样他俩就
会在“炼丹炉”里多待上 30
分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里
面只能看到排风扇的存在。
说着他俩各自操起自动焊小
车放到轨道上。张洪志戴上
了手套和扣式焊帽，韩杨则
扎紧了口罩，韩杨仔细地盯
着焊枪的位置，右手不断拨
弄 着 遥 控 盒 子 ， 匆 匆 一
句：“我焊了啊！别看！”
便按下了启动键，嗡嗡声
响 起 ， 极 强 的 白 光 闪 耀
着，焊花跟随着闪耀的
光，整齐有序地飞舞到褪
色的工装上，留下淡淡的
黑色印记。

2000多度的铁水在焊
道里缓缓流淌，他们依然
贴得很近很近，棚子内焊
接产生的白烟在狭小的
空间内萦绕，随着排风

扇的抽吸而渐渐飘
散。在这样的环

境里，我不禁想
起西游记中孙
悟空在炼丹
炉 里 的 场
景，直到
后来我才
明 白 为
什 么 叫
“ 炼 丹

炉”。

经过40分钟的努力，我们终于从焊棚内出来，此时
的我们已经汗流浃背。张洪志拿了瓶藿香正气水递给
我，此时韩杨却笑笑说：“没事，我这有‘仙丹’。”只见
他把手往胸前拍了拍，自信地说：“我们的‘仙丹’就是
这一道道焊口，天气越热越难熬，越是能焊出高质量的
焊口。”说完大家哈哈大笑，笑声后韩杨说：“谢谢你到
我们这儿来，如果你写的文章发表了，记得给我一份，
我转发一下，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管道局。”

不多时，焊接棚子又起起落落地前行着，弧光再次
闪烁，他们又忙碌了起来……机组长告诉我，他们俩是8
标段评选出来的“工匠之星”。此时我才明白“工匠之
星”原来是在“炼丹炉”这样的环境下淬炼而来，他们
才是这炉里的“仙丹”。

钢龙旁的“一修哥”
同样在“炼丹炉”里“烤”着的还有返修焊工曾

男，此时的他正在和一道返修焊口较着劲儿。曾男，34
岁，参加工作十多年，已由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一个
全能焊将，什么氩弧焊、气保焊、全自动、半自动、上
向焊、下向焊……就没他不会的，也因其返修合格率特
高，人送雅号“一修哥”。

泛白的红工装、整洁的衣服，眼神不住地查看着返
修单和焊道，“对就是它，我找到了！”躺在管子下的他
磨几下便停下抬起头看看，眼睛睁得大大的，鼻梁几乎
快挨到了管子，汗水顺着额头鼻梁流到嘴角，他抬起衣
袖擦了擦汗，旋转的砂轮与管子的摩擦，发出了知了般
的声鸣，砂轮打磨的铁削好似黄色利剑，随着他手部的
摆动而晃动，“看就是这拉锁一样的小点点，其实干我这
行和当医生没什么两样，我手里这张返修单就像患者的
检查报告，我能清楚地知道患病的位置，而我手中这个
砂轮就是我的手术刀，刀功和眼力是最关键的。”

曾男说完便再次点燃了烤把，火焰的喷射使返修棚
内本就很高的温度再度飙升，曾男则像熟练的烧烤师
傅，上下晃动着烤把，保证管材的整体受热，在测温
后，他迅速夹起焊条擦然起了焊花。经过 3个小时的努
力，曾男终于完成了所有工序，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大
号的水瓶仰头就喝，鼓动的喉结上沾满了砂轮沫子，曾
男脸上写满了疲惫，却带着激情。

这时曾男的手机微信突然响起，微信那头小女孩稚
嫩的声音说道：“爸爸，我想你了，你的管道什么时候修
到上海呀？”“快了，闺女！”此时看到女儿的曾男，脸上
的疲惫渐渐消散。是啊！年后施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进度有所滞后，但他们并未懈怠，他们每个人都在
为早日完工而努力着。

防风棚里的“调音师”
同样努力着的还有技术员梅杰，梅杰今年36岁，当

我在工地看到他时，他正站在控制箱旁，浓浓的眉毛
下，一副方形眼镜、一双不大的眼睛紧紧盯着控制箱屏
幕，左手一本发旧的日记本写满了数字，右手在控制箱
的触摸屏幕上飞舞着，“调参数呢？”梅杰听到我的问话
先是一愣，当得知要采访他时，梅杰脸色微红摇摆着双
手说：“采访别人吧，我就一普通人。”于是便扣起控制
箱盖子，低着头往外走。梅杰是机组里的技术大拿，据
说他仅用 3天就调出了自动焊厚壁的参数，为施工节省
了大量时间。

此时的他又用焊检尺量起了焊道间隙，只见他眉头
紧皱，便又急匆匆地向坡口区走去，坡口机上巨大的刀
盘，风车一样地旋转着，吱嘎声中，随着刀盘的转动管
子像铅笔一样被削出了蓝色的铁削，“老张，你停一
下。”“怎么了？”梅杰拿起焊检尺量了量坡口又递给了老
张，“你自己看看。”“呦！”老张脸上微红地说：“还真是
差了一点点。”“一点，你这差一点，他那差一点，到我
这就是一大点，焊工兄弟每天顶着高温一道口一道口地
焊，图的是什么？出现反修口那累不白受了！不行！你
赶紧重新加工。”

梅杰又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设备之间，核查着每一道
工序，他边走边说：“其实自动焊是环环相扣的，哪个环
节都不能马虎，如果每个人都用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质量就一定会更好。”看着梅杰认真的神情我不禁感叹，
是啊，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只要每个人都用心去
做，企业就会有更强的生命力。

采访结束后，笔者感慨良多，现在好多人都在追
星，被追逐者或高高在上，或遥不可及，而往往我们忽
略了身边平凡岗位上最质朴的明星。其实真正的榜样与
明星，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有着无穷的力量，他们是最
美的奋斗者。

文/王德明

青龙河畔“舞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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