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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漏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5-25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0393.html 
 

  山子爱写“安全日记”，仅是字写得不够好。每天升井回家，第

一件事就是打开日记本，记着掌子面发生的什么事？ 

  乍开始，媳妇秀秀觉得很好奇，便抢过本子。但她看不明白，净

是煤矿的行话，什么“片帮”呀，“控顶”呀，难怪她噘着嘴。 

  山子“扑哧”笑了，一一给她解释。秀秀见字写得里倒歪斜的，

假装嗔怪他字写得不够好，说：“反正我在家待产，以后你把班上的

事说给我听，我权当是你的私人秘书？”山子咧开大嘴笑了。 

  秀秀是高中生，非但字端正、娟秀，而且还会写文章。每天帮山

子记的事，都加上个标题，像文章一样，有时还附了个评论。山子每

次都要过目，看看秀秀记的对与错。时间一长，秀秀也有半仙之体，

对山子说：“你咋净说违章的事，为何不记些好人好事呢？”山子习

惯性的挠了挠头，打这以后，做对的事也记，违章的事也写，记了一

本子又一本子。 

  那天山子休班。秀秀下班回家，故意问他，“今天还记什么？”

山子怔住了，是呀，今天写个啥呀。他突然苦笑了一下，对秀秀说：

“我今天办了一宗错事？”“什么错事？”秀秀穷追不舍。 

  停了半晌，山子才说出事情原委。原来是自家的灯管坏了，按说，

应该先关闸，后换灯管，连小孩都懂这个规程。山子却来个带电作业，

结果被电“咬”了一口，险些去见阎王。秀秀看了山子一眼，意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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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也该写进去吗？因为他是兼职安全员，安全日志归班里所有，

他每天上下班都带着，一来叫大家看，二来传递安全信息，并纳入班

里民主管理内容。 

  不过，山子多了个心眼儿，如果把自己的糗事抖落出来，人家会

咋看他呀，还是兼职安全员呢？山子故意叉开话头，“这月我能开

4000多，外加安全奖，大约 5000块吧？”秀秀偏问：“你说说，在

家违章换灯管，算不算违章，该不该写进去呢？” 

  山子脸红了，心里犯了合计，她倒管起我来了，是我是安全员，

还是她是安全员。山子并非是神仙，不可能件件事都做得非常完美。

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儿，怕人家抓他小辫子。 

  前几天，掌子面控顶距超过了一米，按说，应该背好顶，再进行

作业。赶巧班长开会去了，由山子代管，他为抢任务，没等敲帮问顶

完毕，就支上了风锤，只听“砰”的一声，发生了冒顶事故，下来了

一车矸石。亏得没砸着人，山子脸都吓白了。这起未遂事故在安全日

志却只字没提。 

  秀秀又看他了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以后，我不给你记了，你

净自斯欺人!”“此话怎讲？”山子脖子青筋直蹦。“你心里明白！”

山子边挠着头边做着鬼脸，没办法，只得把自己的几宗糗事抖落出来。

秀秀特意在日志上注明“补漏”。 

  第二天上班，山子跟往常一样，把安全日志带到了班前会。十条

汉子相互传看着日志，有的念出声来，甚至发出了一阵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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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痣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6-6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0854.html 

 

马上轮到金牌班长山子发言了。 

    兜里的讲稿，像个刺猬，他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来。 

    发言稿是由秀才代笔的。满篇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他自言自

语地说：“唉！走麦城的事，咋就只字不提呢？”想到这里，他抛开

了讲稿，准备抖落抖落班里的几宗糗事，让大家知道，金牌班不是铁

板一块，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他是班头儿，开凿永久巷道，非但优质高效，而且连续 5年没出

过事。被矿上命名为“金牌班长”。 

    开会前，山子刚升井，白白亮亮的太阳当头照，他连澡都没洗，

揣着讲稿匆匆来到了“矿班组建设座谈会”会场。不知为何，不想发

言了。主持人连叫了两遍，他勉强挪动了脚步，还没到讲台前，停下

了脚步，扫了大家一眼，没有说话。 

    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心里怦怦直跳，连阔脸都

红了。 

    他到底没掏出那份讲稿，很诙谐地说：“我们班光彩的事，不必

说了，还是讲讲我们走麦城的事。其实，我最了解我自己，也不像矿

领导说的那样好。”说到这里，他扫了会场一眼。他指着狗子说：“狗

子，你上来，说说咱班刚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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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不动弹，山子火了，“快上来，当着大伙的面，亮亮丑。” 

    无奈，狗子说到前两天井下冒顶事故的原委。 

    那天，狗子他们又做了 5米窑，准备架棚子。山子在检修掘进机，

狗子发现有个水泥腿断了，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狗子心里想的进

米，就把棚子给架上了。山子开动掘进机，感觉不对头，好像顶板要

下来似的，刚刚退出掘进机，只听“轰隆”一声，顶板下来了，亏掌

子面没有人，否则，非得捂住几个不可。山子从掘进机上蹦下来，看

了看顶板，脸色铁青，他问狗子：“这样的顶板咋会发生冒顶呢？”

狗子眨巴眨巴眼睛，没吭声，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谁知山子看

了看被压趴架的水泥棚子，发现了破绽，指着左边的水泥腿问：“准

是断腿，谁干的事？”狗子埋下了头，很懊恼地承认了错误。 

    这时，会场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按说，山子说说他的管理经验吧？他没有，指着前排的矿工说：

“小不点，你上来，说说你那档子事？”小不点臊得无地自容，他很

不情愿地走上讲台，埋着头，说了那件事。那天，他带了把镐坐人车

（专门拉矿工下井升井的车），镐尖冲着左肩，停车时，被镐尖扎着

了，有杏子大小的一个包。没办法，歇了两天，谎称肚子疼。 

    这时，主持人问山子，是不是跑题了，你该书归正传了。 

    山子扫了会场一眼，他又抖落了一桩糗事：去年年末，还差 5米

窑，月进 200米，得超产奖不说，还为采煤接续抢了时间。可是，掘

进机早该检修了，他一拖再拖，结果掘进机趴窝了，修了三天。说到

这儿，他笑呵呵地说：“嗯！这下子，我懂得哪个多哪个少了。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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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当好班长的，从我们班的经验教训可以略知一二了。” 

    “哗——”会场上又响起一阵掌声。 

过后，山子瞅了瞅大家，继而，摸了摸那张阔脸，很俏皮地说：“你

们看到我脸上的黑痣了吗？呵呵，它并不影响我的形象？你们说是不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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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7-7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1760.html 
 

    见二蛮连炮眼都打不好，炮筒子将他拨拉一边，硬邦邦地甩过一

句：“来矿小半年了，这个活儿都不会干，真是个废物！”二蛮的脾

气更倔，丢下风锤，很不忿地说：“都叫你干，我还不伺候你了呢！”

说着，抬腿走了。 

打完炮眼，炮筒子满以为会做出好窑。待放完炮后，他进去一看，

做出的巷道，里出外进。他大失所望，气便不打一处来，冲着楞头青

喊：“快把大块石头搬进矿车里！”谁知，楞头青大脑走神了，石头

没扔进矿车里，却砸到自己脚上，疼得他嗷嗷直叫。没办法，二蛮和

三蛋蛋送他升井看医生。 

本来人手就少，又走了仨儿，这个班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了。待矿

碴清理后，炮筒子还想再放一茬炮。他抻过风线，支起风锤，没打上

一个炮眼，突然，从顶板掉下了一块矸石，幸亏他闪躲及时，要不，

又该出工伤了。 

他把气撒在虎子身上，“你咋找的吊，马马虎虎的，还想要工钱

吗？”按说，他该停止作业，再找一下吊，以防浮石掉下伤人。他不，

仍我行我素，又开动风门，只听那风锤像发疯似的，打了一个炮眼又

一个炮眼。最后一个炮眼马上要打完了，只听“砰”的一声，掉下了

一块矸石，炮筒子闪躲及时，没碰他一根毫毛，胖子笨手笨脚，就没

那么幸运了，被矸石给埋住了，脸上手上都划破了，鲜血直流。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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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嘴就骂：“你长着猪头吗？反应这么慢，我今天咋这么倒霉，看

来我这个班长是当到头了。” 

下班回家，炮筒子蒙起大被睡觉，妻子叫他吃饭，他都不应声。

“我可告诉你，李盖盖，你臭脾气若是不改，别说当不好班长，连自

己小命都得搭上。”或许妻子言重了，他“腾”地从被窝爬起来，瞪

起了牛眼，像打架似的，他走到妻子跟前，厉声问道：“你刚才说什

么了？”他妻子也不是软柿子，没那么好捏，她重复说过的话。 

炮筒子举起了拳头，不知为啥又撂下了。妻子忿忿地说：“你在

家里说一不二，到班上也会称王称霸，谁愿跟你这种人干活的呀！” 

说话间，家里电话响了，原来是儿子小炮炮班主任打来的，说他

跟同学打仗，本来他有理，可他偏偏动手打了人家。妻子瞪了炮筒子

一眼，扔过了一句：“子不教，父之过。” 

炮筒子气咻咻的，嘴里不住地嘀咕：“真他妈倒霉，喝凉水都塞

牙！”妻子接过了一句：“是你自身修养问题，你不尊重人家，人家

咋会尊重你？” 

炮筒子原是有名的掘进能手。自从当了班头儿，劲没少使，身先

士卒，就是嘴损，动不动训人，有时还带个“啷当”。虽说手下的都

是农民工，但每个人都有尊严。 

他思前想后，自己说话一点艺术都不讲，当头头的，不单单是以

身作则，更大的学问，是体谅别人，尊重他人，人家才会尊重你。 

班里 12条汉子，胖子住院了，二蛮养伤，据说，二蛮给他撂挑

子了。一个好端端的班叫他给带哗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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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夜班，他觉也不睡了，打车去了矿医院，给胖子买了些补

品，听说家里困难，还扔下了 500块钱。 

从医院出来，他去独身宿舍，楞头青见炮筒子来看他，受宠若惊，

忙不迭从床上坐起来，对炮筒子说：“我是个惹事精！”“嘿嘿！都

是我态度不好，动不动发脾气！”接着，他去了虎子家、二蛮家...... 

半年过去了，炮筒子带的班，非但完成进米，而且挣得也多。由

后进班跃为先进班。 

矿上举办班组长培训班，矿长点叫炮筒子说道说道。 

本来，他像模像样准备个发言稿，谁知到了台上，他脱稿了，他

对班组长们说：“嘿嘿！干窑的事，就不必说了，大同小异。我说说

‘态度’也能出生产力！”话一出口，会场上“轰”的一声，掀起了

一股笑浪。 

炮筒子没有笑，他一本正经地说：“哥们儿，谁不知道我是炮筒

子，没喝多少墨水，说话也不讲究，嘴也损，尽管我动机好，但效果

却不好。” 

说到这儿，他环视大家一眼。这时，有人递张小纸条，请问：态

度如何变生产力？炮筒子难住了，脸红得像关公，停了半晌，才磕磕

巴巴挤出这样一句话：“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看了主持人

一眼，又补充了一句：“人心是肉长的。别光顾求进度，更要重视感

情投资呀！”会场上溅起一片议论声。 

炮筒子咧嘴笑了，说了“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这句没头没脑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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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丑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7-12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1920.html 

 

临出车前，王大车怀揣一张罚款单，匆匆找到了运输队长，“我

说裘头儿，你别报我安全标兵了，眼下我还不够格！”头儿上下打量

着，笑笑说：“征求司机们意见，一致推举你，你小子，别捋胡子过

河——谦虚过度（牵须过度）了！” 

王大车曾获得过“万公里无事故”。素常，严以律己，从未被罚

过款。近些年，相继带出了 5个徒弟，个个是好样的。其中，有个叫

王晓的，跟王大车 2年了。严师出高徒，他驾驶技术最高，未出过任

何事故。上月月末，王大车去乡下看望生病的父亲，王晓开 66号车，

跑了趟长途，在回家的路上，他为躲避逆行而来的自行车，汽车压线

了，被罚了 200元。不久，王大车却收到一张罚单（66号车是王大

车的名）。他既没找王晓算账，也未发牢骚，而是把罚款的事记在心

里。 

“头儿，我真的不够格，曾违过章，被罚过款。”王大车诚诚恳

恳地说。 

裘头儿翻了一下运输队的违章记录，压根查不到王大车名字。他

举头瞭了王大车一眼，甩过了一句：“人家争着抢着要好名声，你可

倒好，竟往自己身上揽不是！” 

正说着，市安监局来电，催要王大车安全标兵事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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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头儿站起身来，拍拍王大车肩膀，很喜兴地说：“名单报上去

了，人家催要事迹材料。这不，我得亲自跑一趟。”说着，他装上材

料，拎起挎包，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还没等迈出门槛，王大车上前拦住了他。他从兜里掏一张罚单，

递给了裘头儿。 

裘头怔住了，沉下了脸，他瞥了王大车一眼，随口说了一句：“早

不挨罚，晚不挨罚，偏这时挨罚？”他手里那张罚单，像个刺猬，拿

不起，撂不下。 

王大车拔腿要走。裘头儿叫住了他，很惋惜的样子，“啧啧！咋

会出这等事呢？根本不可能的事？你小子是不是搞恶作剧呀？” 

“谁那样傻，故意往自己脸上抹黑？”王大车说到这儿，看了看

裘头儿，“白纸黑字，明明写着我的名字，那还有错。”王大车刚不

硬正地说。 

裘头儿进退两难，去吧，王大车出现违章；不去吧，名单早报上

去了，他用手戳着罚单，气咻咻地说：“早不来，晚不来，偏赶这时

送罚单，多晦气呀！” 

裘头儿看着王大车远去的背景，嘴里喃喃地说：“你小子，真够

点儿背的了！” 

撞线挨罚的事，是监控录像输送的信息，那车是王大车的名，王

晓是罚不着了。他听说师傅交了罚款，心里很不安，呼哧带喘地跑到

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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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头儿，那天不是我师傅违章，而是我。”王晓主动揽过了责

任。 

裘头儿看了王晓一眼，感到这小子够男人，能主动承担责任，王

大车没枉培养一回。王晓一五一十讲了那次违章的经过。 

裘头儿是个务实的人，他叫工资员查了一下出勤表，果真如此，

王大车那天请假回家了。 

裘头儿很生气地说：“王大车呀，王大车，你啥事都凿死铆子，

虽说这张罚单是你的，但是你徒弟做的。再说，王晓是撞线了，但他

避免一起死亡事故。” 

想到这里，裘头儿对王晓说：“你师傅，咋是这样的人呢？”说

着，他摊开两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裘头儿掏出兜里那份材料，重新审视了一番。他似乎明白了，虽

然罚单出在 66号车上，是徒弟的过错，但他负有责任。嗯！他亮的

不是罚单，而是亮丑呀！ 

裘头儿看看表，还差半个钟头下班，他执意去市安监局，亲自送

审王大车安全标兵事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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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图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7-19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2161.html 
 

老安头拄着拐杖，来找小区新来的主任枫萍，连找了三次，都没

见到。 

“安大爷，有啥事，我帮你转告一下？”老安头看了一眼小李，

“嘿嘿”两声，问：“她何时回来？”“后天吧！”老安头没吱声，

拄着拐杖下楼了。 

小李纳闷，安大爷找枫萍有啥事？是物业上的事，还是他个人的

事。不对呀，他身体硬朗，只是因为下楼时摔了一下，这不，也拄上

了拐杖。 

枫萍从外地开会回来了。屁股没坐稳，电话追来了，原来是 8号

楼四单元 601户主来电：他家电线短路了，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全

烧了。 

“到底是啥原因？”枫萍问小李。 

小李说：“咱们小区有个‘万事通’，他啥事都明白，背不住那

家户主会找他的。”没等枫萍去那家看看，那家户主又来电了，“安

大爷帮助我们找到了原因。” 

“咦！哪个安大爷？”枫萍问身旁的小李。 

小李狠砸了一下脑袋，冲着枫萍说：“看我这记性，前天，安大

爷来找你，我问他，可否将你的事转告给主任。”说到这里，她看了

一眼枫萍，掩嘴窃笑，“他非要找你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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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吧，你打个电话给他，说我登门拜访。”枫萍对小李说。 

电话打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接听。 

枫萍对小李说：“最近，有关部门要来咱小区检查防火安全问题。” 

    小李犯难了，小区有 16栋楼，800户，咋去检查，再说，家家

户户主人都上班了，咱们去找谁呀？她冲着枫萍突然笑了，“‘万事

通’名不虚传，哪家哪户的情况，比我们都清楚。” 

 说着，枫萍和小李风风火火奔向 15号楼二单元 101，结果跑空了，

安大爷老伴告诉她们，“不知他又去哪了？反正他不出小区，你们再

找找吧！” 

从安大爷家出来，枫萍手机响了，15号楼三单元 402，钥匙落在

家里了，进不去门了，两岁大的女儿还在家呢。枫萍听到这儿，急急

忙忙地奔向 15号楼。刚到那家门口，那家女主人说：“门打开了，

叫你们白跑一趟！” 

“咦！她不说钥匙落在家吗？哪她咋打开的门？”枫萍疑惑不解

地问小李。 

“呵呵！他们那个单元，都是双职工，各家的钥匙都放在安大爷

家一把，万一落了钥匙，都去找他！”小李说这话的时候，很为安大

爷人品叫好。 

枫萍跟小李在小区转了一圈，差不离快晌午了。她俩回到办公室，

屁股没坐稳，只见安大爷拄着拐杖进来了。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哪位是枫主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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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萍立马站起来，接下安大爷手中的拐杖，并递了一杯水说：“我

就是，您找我有事吗？”安大爷上下打量一番，问：“您是刚毕业的

大学生吧？” 

“您咋看出来的？”枫萍很有礼貌地问。 

安大爷笑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枫萍问。 

安大爷没吱声，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了枫萍。 

枫萍眼睛被小册了黏住了，她一边看，一边问：“这是你编的吗？” 

安大爷举头瞅了枫萍一眼，“嘿嘿！我退休在家 10年了，没事

找事，编了个小区安全手册，如果不嫌弃，我免费提供每个住户一册。” 

枫萍心潮起伏，走到安大爷身边，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十分感谢

地说：“我们小区有你这个‘安全图’，一定会更加安全的。” 

安大爷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大家安全，我安全！” 

    “大家安全我安全！”枫萍重复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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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  罪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7-26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2396.html 
 

上完夜班，虎子从井下上来时，太阳黄灿灿的。他去了超市，买

了一袋子补品，去医院探望生病的袁师傅。 

袁师傅是技术高手，掘进机在他手下服服帖帖的，非但没发生过

故障，相反进窑最多，哪个月都比另外两个班多拿一二百元超额奖。 

前天，安全检查时，采煤队队长叫大伙查找事故隐患。九条汉子，

闷坐在会议室里，没人吭声。队长急了，吼了一句：“难道你们班，

就没有安全隐患，十全十美了？” 

忽然，虎子想起前天那档子事，掘进遇到了破碎带。按规定，刚

掘完的巷道，必须支护好，再开机，可袁师傅不知咋想的，是怕不超

产，得不到超产奖，还是没把安全当回事，掘进机没吃进半米，只听

“轰隆”一声，冒落了一堆矸石。幸亏虎子闪躲及时，才没砸身体，

仅手上擦破了皮。 

按说，汉子们都知道袁师傅违章了，不知何故，没人汇报，就这

样悄声地把这事给压下了。师傅是为大伙好，谁张扬出去，年终评比

时，非丢了安全先进班组的牌子不可。 

就在这时，虎子“嚯”地站起来，他睃了师傅一眼，将袁师傅违

章作业的事讲了一遍。队长问袁师傅：“是有这回事吗？”袁师傅埋

下头，没吭声。可汉子们炸锅了，硬说虎子夸大其词，说：“不就冒

下几块矸子吗，何必大惊小怪？！”队长黑着脸说：“老袁你写份检

http://www.esafety.cn
http://www.esafety.cn/Blog/index.html
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2396.html


易安网 http://www.esafety.cn 
易安网博客 http://www.esafety.cn/Blog/index.html 

- 17 - 

查，扣你当月奖金！”队长话音刚落，虎子遭到汉子们的数落：吃里

扒外，俺们班没你这样的人！虎子被羞得无地自容。过后，媳妇知道

了这件事，说他是孬种，连好赖都分不清。 

第二天，袁师傅老伴来了电话，说他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

院，准备动手术呢！ 

这下好了，虎子独当一面，他操纵掘进机，还给他配了个助手。 

虎子惟恐出事，谨小慎微。不知为甚，那台掘进机跟他作对，不

听使唤，一个班没进多少窑，净处理机械故障了。汉子们非但不同情

他，相反投来了白眼，意思说，你这个楞头青，干嘛多嘴多舌，非掀

袁师傅老底，不就那点屁事吗？这回好了，掘进机玩不转了，汉子们

是拖拉机撵兔子——有劲使不上。升井后，队长没脸没鼻子臭撸一顿，

嗔怪他们没完成任务，矿上催得急呢！ 

虎子来到师傅的病房，停了半晌，才轻轻地叩了两下门。 

袁师傅见是虎子，忙让座。师傅老伴越是热情，虎子越是满脸通

红，如坐针毡一样。“咋样，破碎带过去了吗？”袁师傅问。 

“还没有呢？”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当你副手了！”袁师傅一脸笑容地说。 

“得了吧，那掘进机不听我使唤，一个班坏了三次，欠了两米窑。”

虎子嘟嘟囔囔地说。 

师傅俩唠了一会儿，袁师傅问：“你还有事吗？” 

“我，我给你赔罪来了，那天我不该揭你的短！”虎子声音如蚊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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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师傅笑了笑，拍着虎子肩膀说：“你做得对！你做得对！” 

袁师傅越是表扬虎子，虎子的脸越发红涨，哼哼哧哧地说：“你

的病，是叫我给气的，哪有徒弟给师傅提意见的呢？我是向你赔罪来

了！” 

袁师傅有些不安起来，由于自己违章，害得班里得不上奖，还差

点把虎子给伤着。他对虎子说：“还没等我作检讨，阑尾炎就发作了，

本该早动一刀，没时间。这下好了，你可以代替我，做掘进机的司机

了！” 

“师傅，那事别往心里去。”“我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师

傅攥着虎子的手，很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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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卦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8-4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2795.html 
 

    天麻麻亮，生子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嘴里哼着小曲，一副春风

得意的样子。妈妈忽然想起来了，他拿到绞车司机培训合格证，准备

去副井做绞车司机了。 

妈妈看了生子一眼，很想说，你耳朵有毛病，还能操车吗？再一

想，儿子费劲巴力从井下掘进队调出来，她没言语，打了个“唉”声！ 

    “妈，我做绞车司机，你咋不高兴呀？”生子看出妈妈的疑虑。 

    妈妈心里倒海翻江，做绞车司机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命关天，万

一听不清信号，会出大事的。她试探着问：“生子，你听不清信号，

咋操车呀？”生子大大咧咧地说：“我可以通过指示灯，进行操车！” 

    妈妈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叹息。 

    去年秋天，掌子面冒顶了，生子闪躲及时，拣了一条命，但左耳

落下毛病。他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没办法治。为此，他苦恼了一阵

子又一阵子。 

    这次，他有幸参加绞车司机培训班，可以说是喜从天降。考理论，

他是手拿把掐；实际操作，他透过信号指示灯，辨别停与开，或是慢

开，或是加速，连考官都竖起了大拇指。 

    “副井绞车司机病了，住进了医院，头头是叫你接替吗？”妈妈

很是担心地问。生子没说话，高傲地昂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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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在矿上灯房子工作，对煤矿是了解的。副井不仅下材料，而

且还要送矿工升井入井。假如绞车司机听不清信号，搬错了闸把，会

酿成事故的。5年前，生子爸爸就因绞车过卷，造成绳断坠罐事故，

而丢了性命。她想到这儿，看了生子一眼，很想说，儿子，你别当绞

车司机了。“妈妈，我看你不高兴呀？难道你还叫我下井当掘进工

吗？”生子一脸无奈地问。 

    生子好不容易从井下调了上来，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

店了。可不知为何，妈妈就是高兴不起来。“你咋的了，是不是不想

叫我做绞车司机呀？”生子沉下脸问。 

    妈妈心里矛盾，她不好作答，若是说不同意，生子耍起牛脾气，

不好收场。但她想起那起绞车过卷事故，心里突突直跳，是绞车司机

没听清信号，铸成了大错，他爷们才撒手人寰呀! 

    想到这里，她问了生子一句：“你耳背，本身就不允许上岗，出

了事故，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人家领导都没说啥，你当妈的，胳膊肘却往外拧，真是的！”

生子气得脸发青，摔摔打打的，真想跟她大闹一场，但不知为什么，

他埋下了头。“生子，你考试咋过的关，是不是走关系了？”妈妈怀

疑地问。停了半晌，生子没说一句话。 

    妈妈心生一计，偷偷地给艳艳打了个电话。艳艳和生子热恋，她

的话像圣旨一样。 

    铃铃铃……电话又响了，原来是艳艳打来的。说是找生子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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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逢喜事精神爽。生子对着镜子左瞧右看的，一米九的个儿头，

一双大眼睛，一表人才。“奇怪了，她风风火火来我家有何事，莫不

是他当绞车司机的事。”生子大脑开始转悠开了。 

    没大一会儿，艳艳出现在生子面前。她气喘吁吁地说：“我爸说，

你要去开绞车，咱俩的事，就到此为止。”如似一颗炸弹，炸得生子

晕头转向了。 

    他大声地问：“这是为什么？” 

    艳艳看了看生子的妈妈，绷着脸说：“这还用我揭谜底吗？你心

里明镜似的。” 

    生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垂下了头。 

    “儿子，这活儿，不是你做的，人家艳艳说得对。”妈妈瞅着生

子眼睛说。 

    生子没咒念了，他看了看表，囫囵吞枣地吃了两张葱花饼，去参

加队里的班前会。 

【评论摘选】 

大智：流汗，好过流血！ 

 

 

 

 

 

http://www.esafety.cn
http://www.esafety.cn/Blog/index.html


易安网 http://www.esafety.cn 
易安网博客 http://www.esafety.cn/Blog/index.html 

- 22 - 

声  音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10-18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7979.html 
 

大胡子说，你退休手续都办完了，今个儿就别下井了。 

姜忠看了看大胡子队长，嘿嘿直乐。我，我还没开够绞车呢？你

就让我再下一个吧！大胡子眉毛一挑，摊开手，很幽默地说，盲斜井

下面的掌子面都停产了，你去井下做什么呀？ 

姜忠眼睛却没离开大胡子，显而易见，他是想再到绞车房，再操

一把车，再跟矿井告一次别。 

大胡子见他非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对他说，早去早回。 

姜忠是绞车司机，又是兼职安全员。人家绞车司机在井塔上面，

他却在井下的盲斜井（暗井）开车。他来到绞车房（峒室），启动时

不但看绞车还有没有安全隐患，还把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写在纸上。末

了，他在绞车房转了一圈又一圈，又摸了摸闸把，再把门关上。他可

以升井了。可是，没走几步，耳边飘来了似风似雨的声音，那声音时

小时大，怪怪的。他驻步，四下撒目，揉了揉耳朵，侧耳静听，似风

似雨的声音仍挥之不去，他脱口骂了一声，妈的，莫非井下有鬼了。 

姜忠又走了几步，那声音又飘了过来。他纳闷，这种声音从哪里

飘来的。 

他是绞车司机，对声音非常敏感，即使很微弱的声响，他都能辨

别出来。他做绞车司机 25年，一旦发现绞车有异常，马上停车，曾

5次避免事故发生，多次荣获矿安全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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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石门踅了回来，觉得这声音来自盲井。但又怀疑，不对呀，

难道是我神经过敏吗？不是，绝对不是。姜忠又停下了脚步，他用矿

灯左照右瞧。那声音又没有了。他要升井了。回家换一身新装，准备

去得意餐厅参加队里为他举行的“退休宴”。他又走了几步，声音又

飘了过来，他浑身发毛，心脏跳动加速，连步都迈不动了，像有东西

拽他似的。 

姜忠回到绞车房，他四下看看，再听听电机，整个绞车休息了，

一点声响都没有。奇怪了，那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难道他会捉迷

藏不成。 

姜忠非要寻找到声源，沿着盲斜井往下走，没走十几步远，突然

感到眼前站着一个水怪，他惊叫着：水！水！水！ 

脑袋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准是透水了。 

不知是吓傻了，还是大脑一片空白，姜忠一步也挪不动了。 

队长听调度说，井下透水了，所有作业的矿工陆续撤到了地面。

他空等半天，也不见姜忠的身影儿，难道他出事了。 

直至次日清晨，姜忠从二号井走了出来，听说一号井透水了，险

些瘫倒在地上。 

不知姜忠是吓的，还是失去了记忆。 

原来，姜忠发现盲斜井涨水了，他跑到有电话的地方，向矿调度

做了汇报。 

矿长下达了撤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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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姜忠出现在大胡子面前，他惊呆了，紧紧地抱住了他，嘴里不

住地说，井下透水，多亏你了，要不，井下作业的 200多号人就遭殃

了。 

你，你，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我，我，当时无路可走了。 

突然，姜忠笑了。天无绝人之路。有一次井下巷道坍方，我就发

现了一条直通二号井的巷道，我就这么出来了。 

姜忠说到这儿，瞪着眼睛，神情紧张，嘴里不住嘀咕：那声音像

风又像雨！那声音像风又像雨！ 

声音。 

对。声音。姜忠用手抚摸了一下耳朵。 

【评论摘选】 

ajqw365：高！！！作品真好！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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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上的红围巾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11-4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8357.html 
 

路灯下的她，发丝紧紧地吻着发热的脸，浑身腾腾冒着热气，脖

子上的红围巾被风吹得忽闪忽闪的，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雪，越下越大，从早下到晚。惟恐雪埋住道眼，又怕人及车辆打

滑，她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没着闲，撂下锹，就是扫帚，累得直不起

腰。她隐约听见手机响，借着光亮一看，嗬！10个未接电话，都是

家里来的。她嘟囔了一句：“没事打啥电话？”正在这时，一辆拖拉

机在道口熄火了，她对司机大声说：“往后倒，火车马上来了！”说

来也怪，那司机横竖打不着火，她慌神了，从值班室拿了根撬棍，硬

是将拖拉机退出了道口。刹那间，一列货车呼啸而过。 她看看手表，

接班时间早过了，她很想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再看看天空，雪花飘飘

洒洒，没有停歇，积雪没膝深，小黄家离道口又远，怕是来不了。 

突然，小黄来电，她一再解释：“对不起，安姐，雪大骑不了车子，

附近打不着车，只好用步量了！” 

“别介了，道口有我！你别来了？”说完，关了手机。 今儿个，

不同往常。雪大埋上道眼，一旦行人或车辆出了什么事，她吃不了兜

着走。夜深了，气温下降了，寒气袭人，她回到值班室，准备歇息一

会儿。 

这时，头头打来电话，对她说：“道眼不能有积雪，要随时清扫。”

她刚要撂下电话，头头又补充说：“滨洲线有个道口，因雪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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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锚了，结果发生了车毁人亡事故。”她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

怦怦直跳，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锦旗，“三八”道口班连续 10年没出

事故…… 撂下了电话，道口上又出现了积雪，先是用扫帚扫，再用

钩子钩，直至道口露清了，一点积雪都没有了。她本想再到值班室避

避风雪。 “啪”，一个下夜班的女工应声倒下，摔在道口中央。 

她先把那个女工搀扶到值班室，再给她倒一杯热水，关切地问：“膝

盖磕坏了吗？”女工答非所问，我看到了你的红围巾，就奔过来了。

她推开了房门，一股风雪直往脖子钻。又出现在道口上。 抬头看看

天，灰蒙蒙的，雪，忽小忽大，不大一会儿，又把道眼埋上了。 她

又拿起扫帚，将道眼上的雪清扫得干干净净，又将夹缝里的雪抠出来。

踅回值班室。那个女工见她不着闲，冒出了这样一句：“我以为你们

的活儿很轻闲，火车来了，撂下栏杆，一个班有个十列八列的，多美

呀？”她没吱声，冲那个女工笑了笑。 “笛——”一列客车通过。

她像哨兵一样，站在道口旁，目送远行的火车。 那个女工不安起来，

她打电话给家人，说雪太大，在道口的值班室避风雪。 这是个风雪

夜，整整一宿没合眼，她没有休息的机会。 不知不觉，天快亮了。 

这时，小黄匆匆赶到了道口，见她躬着身，打扫道眼上的雪，心里很

不安。 

她着急地说：“安姐，你孩子发烧住进了医院，打电话，你不接，

你爱人找到我家。”说到这儿，小黄忙把她搀扶到值班室。 她连站

都站不稳，瘫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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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的双腿冻僵了，不听使唤了。 小黄看到这个情景，忙掩

住嘴，鼻子一酸，边抹眼泪边自责地说：“我要是早来接班，你也不

至于冻成这样！”她又站起，冲着小黄咧嘴笑了，不住地跺着脚。 

信号灯又亮了，雪也住了，月亮探出头来，又一列火车通过这里。

她又出现在道口上，飒爽英姿。 

    在月光的映照下，她脖子上的红围巾，显得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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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坝 

博客作者：孙守仁    发布日期：2011-12-9 
原文地址：http://www.esafety.cn/blog/u/11256/archives/2011/119200.html 

 

（一） 

我一连去了几趟老沙河，这无疑引起我爹的注意，他斜睨我一眼,

嗔怪地说：“你咋这么不守铺呢，扔下煤矿事务不管，老往你女友家

跑什么？” 

我窃喜，他还不知道呢，我在筹划筑坝拦洪的事。再说，女友辛

丽梅家早搬城里去了！ 

从去春起，我从爹手中接过了帅印，掌管霍家煤矿大权。我上任

第一把火就是筑一条“拦河坝”。有人不解地问，你是搞煤矿的，干

嘛要筑拦河坝，这事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呀？我是担心河水暴涨，漫过

堤，直接威胁我矿的安全。为这事，我和他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他意

见是，自己掏腰包筑坝，够大头的了。 

 我听说，近些年来，老沙河变得不安分了，河水曾漫过堤，淹

过我们矿。虽然，经济损失不算很大，又没死人，但我爹后怕，禁不

住打击，得了心脏病。他东挪西借，只算恢复了生产。虽然他也有投

入，也有防洪措施，仅是在井口上做文章，能不能保证井下安全，还

是个未知数。 

他听说我要筑拦洪坝，说我不务正业。你们评评理，防洪措施不

落实，这好比留下个“定时炸弹”，没有“安全坝”，一旦煤矿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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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来保护矿工的生命安全。但我一时还拗不过他，凡他认准的事，

更改是很难的。我琢磨，他也不是不想筑坝，而是心疼那笔钱，不是

小数目，百八十万呀，怕我给打水漂了。 

那天，从网上搜到的消息，今年我所在地区会有洪涝发生。我的

心咯噔一下，最怕洪水淹了矿井。水未到，先垒坝，未雨绸缪，才能

免遭灭顶之灾！ 

每每提筑坝的事，爹就冲我发脾气，甚至心脏病复发。有一次还

昏厥过去。我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的，不敢再提及这个事。但我心里有

个小九九，好事多磨，煤矿不出事，这是我的责任。 

双休日，辛丽梅来我家，见我脸瘦了，蔫头耷拉脑，惊讶地问我，

“你是不是病了。”“你来了，我就有精神了，我现在就向老婆大人

汇报。”她拽我耳朵说：“你再贫嘴我就走了，”我把事情一五一十

跟她说了一遍，她很诡秘地笑了笑，像男人一样，拍着胸脯打着保票

说：“这事就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 

我直晃脑袋，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她甩给了我一句：“你可真笨，眼前摆着块金子你都看不到。” 

我猛地拍了一下脑门，如梦方醒。她是水利大学毕业，又专门从

事水利工作，搞个拦洪坝设计，对她来说，应该说是小菜一碟。我搂

着她的脖子说：“这事就委托给你了，若是办得妥妥贴贴的，我会重

奖于你的。”她勾住了我的小拇指，笑盈盈地说：“我要的奖励，就

是你一辈子疼我，爱我，眼里只有我。”我俩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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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爹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知道老沙河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马，稍

不如意，会尥蹶子的。我矿离老沙河三里多远，由于井口地势低洼，

每当雨季来临，就提心吊胆的，惟恐河水漫过堤，淹了矿井。我做矿

长后，立下了军令状，不出带血的煤炭。别的地方做得再好，防洪做

不好的话，煤矿安全也没有保证。我不想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再说，

前有车，后有辙，我们县的袁家煤矿被水灌了，一下子淹死了五六个

人，矿长被抓起来，矿井也被封了。为此，我心有余悸，宁愿身上割

肉，多花些钱，也不叫老沙河兴风作浪，说什么也得把住煤矿安全关。 

以前，我爹不是不想筑拦洪坝。他打过报告，动钱的事，想叫政

府掏一半，矿上掏一半。不知差在哪，这报告是泥菩萨过河——杳无

音信，筑坝拦洪计划搁浅了。 

我是矿大毕业生，已留在省城煤矿研究所。没干上一年，我爹犯

了心脏病，下不了井。乍开始，叫我叔叔管理，因他对煤矿不熟悉，

只顾拼命出煤，忽视了安全，发生一起冒顶事故，结果拍死了两个人，

一气之下，我爹把他给辞了，自己硬撑了两个月，但他心有余力不足，

告饶了，非把我找了回来。 

我接手的时候，跟他谈过判，叫我做矿长可以，我得增加安全投

入，治理隐患，上几个项目，他满口答应，惟独不叫我筑坝拦洪。为

这事，我们爷儿俩闹僵了，他横竖不掏钱，跟他来硬的，不行；软的，

他又不吃。我上老火了，嘴上撩起一串水泡。 

辛丽梅见状，笑笑说：“我有个好办法，能治你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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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了摇头，很不悦地说：“你是华佗呀？！” 

她没说话，睃我一眼。从兜里掏出一叠子图纸，展给我看。 

我不禁一惊，眼睛没离开拦洪坝图纸，还有预算，写得一清二楚。 

我看了看，心如吃蜜一样，甜丝丝的，美滋滋的，我抱住辛丽梅，

笑笑说：“知我者，非你莫属也。”我在她的脸上甜甜地亲了一口。 

此时，外面传来了蹒跚的脚步声。我赶忙收起那些张图纸和材料。 

我爹已经出现在我俩面前。他上下打量辛丽梅，感到很蹊跷，她

到矿上做什么？莫非闹矛盾了，还是有别的事，再看看我们俩，满面

春风，没有任何异常。他本想回转身，还没等挪步，辛丽梅上前搀扶

他，很温和地说：“叔，我开车送你回家吧？”他摇了摇头。 

他刚走了两步，转过身来，一再叮嘱：“你小子，别挑肥拣瘦的，

否则，坏了规矩？”他话里有话，意思说，别光采厚煤层，薄煤层也

得采。我望了望爹苍老的背影，无限感慨地说：“操心不老！” 

（三） 

辛丽梅设计的拦洪坝图纸，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 

本来，下午召开采掘队长会议，我推迟到明天。我非要看看“庐

山真面目”，这设计是否中我的意。我左看右瞧，并用红蓝铅笔勾勾

划划的，比如，坝能抗百年不遇的洪水吗，坝的长度是不是再加长些，

水泥标号是不是小了，能否经得住洪水考验。我脑子里划了几个问号，

就是不能决堤，这方案是否能保证我矿的安全。 

这天我把工作安排妥当，还跟家里请个假，说到县城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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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辛丽梅到“龙回首”酒店搓了一顿，一是拉近两人的距离，

二是探讨拦洪坝设计有关问题，三是老大不小了，也该谈婚论嫁了。 

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星星和月亮都扑进了房间，是来羞我们的

亲热劲，还是羡慕我们班配的一对呢。不知为何，拦洪坝在我脑子里

挥之不去，没等酒菜上齐，我俩就探讨起拦洪坝设计来，哪个地方需

要改进，用哪个工程队，需要多少资金。 

辛丽梅指着桌子上的酒菜，很高兴地说：“兴潭，我们有两个月

没在一起喝酒了，我以为你把我给甩了呢？”说着，端起了酒杯，狠

劲撞了一下，一仰脖，喝了下去。我眼睛没离开图纸，身在曹营心在

汉了。 

辛丽梅剜了我一眼，意思说，你是请我喝酒，还是研究拦洪坝，

我看你的心里除了图纸，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你

看我，张口是拦洪坝，闭口是拦洪坝，我快叫拦洪坝给迷住了。来！

喝酒！” 

我俩边吃边聊，但我三句话不离拦洪坝，辛丽梅有点不高兴了，

名义上是请她吃饭，实际上，是来讨论拦洪坝有关事宜，竟然把何时

结婚的大事都给忘了。难怪她撅着小嘴，沉下脸，很不悦地说：“这

样吧，我们抽空到老沙河走一遭，再找专家给认证一下，力求做到万

无一失。就这样吧，我先回去了。” 

我的女友或许不完全懂得我为何对拦洪坝如此上心。我最怕煤矿

出事故，人命关天呀！可以说，没有安全，我们矿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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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双休日，我开车带着辛丽梅来到了老沙河，我俩对照图纸

进行探讨，对坝的位置、长度以及混凝土厚度等，进行了实地勘察，

直至我满意了，才舒了一口长气。 

在回家的路上，竟然碰到了我爹。我本想开溜，又一想，我爹是

个有心计的人，啥事都瞒不过他眼睛。我便来个顺水推舟，将车停在

他跟前，很客气地说：“爹，我捎你回家吧？”我爹上下打量一番，

硬梆梆地甩出一句：“你是不是去老沙河了？”“是的。”“去做什

么？” 

我先是笑了笑，递给辛丽梅一个眼色，佯装说：“她妈病了，我

们去看看。”辛丽梅随声附和，我们俩演了一段双簧，勉强糊弄了一

下。 

（四） 

这天上午，县安监局高局长带着一行人，专门检查我矿防洪措施

落实情况。 

赶巧，我爹上矿来了，尽管他不主事了，但有些事是瞒不了他的。 

高局长说：“根据气象台预报，今年有百年不遇的洪水，你们矿

地势较低，一旦老沙河决堤，很容易殃及你们矿，必须制定防洪措施，

否则会挨淹的。” 

听罢，我如坐针毡。水火不留情，万一发大水，年产 10万吨的

煤矿遭殃了，赶上点低，井下工人撤离不及时，那可就倒大霉了。 

http://www.esafe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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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我爹一眼，意思说，咋办呀？这措施，那措施，什么措施

才叫矿井不挨灌呢？“高局长，我们在老沙河筑一道拦洪坝，一来防

止河水溢出淹井，二来保护附近的五个村庄。” 

“你的建议很好，这是保证煤矿安全的最有效的措施。”末了，

他又补充一句：“大体需要多少资金？” 

“少说得六七十万。” 

我补充说：“筑一道拦洪坝，政府是不是资助我们一下？”高局

长眨了眨眼睛，似乎很为难，他不敢答应，再说，动钱的事，他做不

了主。一再说：“待我请示再后做答复。” 

“咋办？”我犯难了，政府不给拨款，只好自己掏腰包了。再说，

雨季临近了，火烧眉毛，再不动工，时不我待，那可就崴了。 

我不能再犹豫了，为了煤矿的安全，筑坝的事，我做主了。 

我爹心脏病犯了，住进了医院。然而，筑坝的事，还是让他知道

了，我爹问：“县里给拨款了吗？”“拨了。” 

“多少？”“一半。”我说这话时，明显底气不足。 

爹猜测我是撒谎了，本想发脾气，但他没气力了，微微闭上了眼

睛，嘴唇嗫嚅着。 

六月初，拦洪坝竣工了。雨也像赶场一样，一气下了四天三夜，

百年不遇。 

老沙河有了拦洪坝，没敢耍脾气，我矿安全无恙！ 

这时候，我爹出院了。他在家坐不住了，打电话催问，“老沙河

漫堤了吗？” 

http://www.esafe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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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似乎不相信，以为矿井被淹了，他拍着大腿，一连说了

仨儿个“完了”！我对着话筒大声说：“爹，在老沙河上筑上了拦洪

坝，我矿哪会挨淹呢？！” 

雨，还在下着。 

我拥有一道拦洪坝，心像板似的，泰然自若。 

http://www.esafety.cn
http://www.esafety.cn/Blo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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