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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生的时光中， 如果能拾

起一两件感兴趣的事物， 便能当

作长期培养的爱好， 与漫长的生

命为伴， 见证人生从一个阶段迈

向另一个阶段的变迁。

有人爱摄影， 透过镜头去看

不一样的世界。 在每一个清晨与

日落，捧着长枪短炮，穿着深灰色

马甲，蹲守在公园的某一个角落，

颇具耐心地等待着完美的光线，

拍下一张张构图精致的照片。

有人爱做菜， 每一道菜都有

家乡的味道。清晨，慢悠悠地来到

人声鼎沸的菜场， 细致地在不同

的摊位上挑选茄子、辣椒、白菜等

新鲜食材， 回到家中菜刀锅勺齐

舞动，油烟与香味共弥漫。

有人在广场上尽情舞出风采，

举手投足间皆是满满的活力；有人

细细咀嚼每本书的故事；有人高展

歌喉……动静之间，每个人的生活

都别有风采，也各具特色。

关于生活中的兴趣爱好，您

有什么故事， 或者有想要分享的

回忆， 再或者有想表达和抒发的

感慨？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

件主题格式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兴趣爱好’ ” 。 邮

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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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1、秋天的记忆。 秋天被

写在课本里，秋天有无数的

故事……或是晒谷场上的热

闹，或许是校园里经久不散

的读书声，或是即将远离家

乡……关于记忆中的秋天，

您有什么故事？ 欢迎您与我

们联系。 投稿要求：800 字

内，可配图。

2、最深的回忆。 岁月太

长， 最深刻的却只有那一两

样事物。 回望记忆， 有人会

哭，有人会笑，有人会遗憾，

有人会释然……关于您的记

忆， 您有什么深刻的故事想

要分享？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投稿要求：800字内，可配图。

3、祖孙情。 您是否有顽

皮的孙子孙女？ 他们的任性

在您这里是撒娇，哭笑不得，

却还是想让他们过无忧无虑

的童年？ 在您小时候是否也

有这样一位祖辈的保护伞？

如果有，欢迎联系我们，分享

您的故事或照片。投稿要求：

800字内，可配图。

4、书画摄影作品

提醒：以上投稿均发送

至 邮 箱 2313967729@qq.

com，邮件主题格式为“投稿

人姓名 + 年龄 + ‘征稿主

题’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

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

实读者，年满 50 岁，我们为

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

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

新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

幸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

以恒的爱好，请与我们联系，

晒出您的才艺，我们还会邀

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

一般的经历，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诚挚邀请您分享您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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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三期

爱好相伴的时光

本报征文———

1966 年，在自力更生精神的

指引下，302 厂（即后来的贵州铝

厂）欣然复苏。我于当年 6月来到

为其基建的七冶电装公司， 并有

幸参加了攻克电解铝厂投产的关

键技术———“铝钢焊” 的研究工

作。

因为在自身焊接技术上存

在问题， 再加上外国技术封锁，

我们连风也摸不到。 投产在即，

十万火急， 公司经理赵学良、队

领导徐关炯、孙树海经研究决定

由焊接工程师尹久亮、焊工周敏

贤、 刘福涛和我组成攻关小组，

要求不惜代价尽快找到一种新

的焊接方法。

当时的研究是土法上马。 砌

一个一米五见方的“巴地炉” ，里

面可放八、九百斤焦炭，中间再放

置一个特大号石墨坩锅， 里面放

进碎铝块。 待铝熔化后，将处理过

的阴极棒的焊面用吊车放至坩锅

里“渗铝” 。渗铝后将阴极棒提出

摆平， 在焊面上快速涂抹由锡、

铝、 锌等按不同比例配制而成的

焊条， 待焊面已形成一层熔融状

的金属后， 再快速将经过同样处

理的铝板压上去，冷却即可。

就这样不断地改变渗铝的工

艺和焊条的比例， 但结果总是差

强人意。 一天，焦头烂额的尹久亮

偶然发现有一些滴在焊面上的铝

水异常牢固， 即使用扁铲也很难

铲除。 尹工灵感一动提出不如直

接把铝水浇到焊面上试试。 大家

即刻设计出钢模并浇出了样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样品相当成

功。

这种新焊接方法很顺利地

通过了强度、拉力、震动、导电

率、酸碱浸蚀等等检验，最后被

送到贵州工学院治金系作全相

图。 负责接待的顾兰老师非常热

情， 当天就把全相图片冲洗出

来。 焊件横截面的显微照片太漂

亮了———铝分子深深地渗进钢

结构中， 像朵朵绽放的菊花，就

是这些铝分子把钢棒和铝板紧

紧地拉在一起才使焊件有了这

样优良的品质。

焊件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后，

得到了贵阳铝镁设计院工程师郭

天雄和 302 厂焊接工程师王凤柱

的肯定， 也很快被治金部批准用

于生产，并被命名为“铝钢浇铸

焊” 。

投产、投产，立即投产。 在工

作现场， 鼓风机一响，“巴地炉”

那桔红色的、 浅蓝色的火苗四面

飘卷，几分钟就灼得人汗流浃背，

几个小时就满面尘灰烟火色，六

百来斤重的阴极棒几个人抬，抬

过来又抬过去， 肩膀上的皮磨掉

一层又一层。

一天两班倒， 一班十来个小

时，星期日也不休息。 太累了、太

困了，但我们咬紧牙关，坚持，又

坚持。 有一天我睡觉流鼻血，血将

大半个枕头打湿了也不知道……

会战结束，我立了三等功。

铝钢浇铸焊从试验至生产，

我们为祖国的建设添了砖加了

瓦，每每想起来，到现在心里还是

美滋滋的。

作者 刘德湘

302厂的铝钢焊

1957 年秋， 我从贵阳师院

（现贵州师大） 化学系毕业后分

在贵阳八中任教，直到 2014 年秋

退休。

其中，1958 年在贵阳业余工

学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市教师

进修学院任教。

1958 年省地质局办“铀矿训

练班” ，培训地点在开阳白马洞，

由苏联专家执教， 我校派我去学

习。

半年学完后去余庆县参观学

习炼铀经验， 回校后向省地质局

要了矿石组织学生炼铀， 后来炼

出含四氟化铀（VF4）27%(经地质

局鉴定)�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如

今新中国已经迎来 70 周年，附诗

庆祝：

高歌猛进七十春，

国泰民安举世钦。

北斗巡天能取胜，

蛟龙入海很欢欣。

飞船惊现天空赞，

量子卫星世界矜。

万众创新真实现，

国防强大扭乾坤。

作者 李树银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 ，2019 年国庆节前，

一群在水田镇读初中的学生，穿

着校服，背着双肩背书包，轻快地

边走边唱， 走在回蔡家寨的大路

上。

实际上， 他们今天走的这条

大路，是六十一年前，与他们现在

年岁相仿的那群学生， 利用课余

时间在原始马尾松林里挖出来

的。

那年，这里只有羊肠小道。从

当年的水田坝到蔡家寨的这条羊

肠小道需要翻山坳、穿密林。 1958

年，当地还出现过老虎伤人事件。

水田钢铁中学校本部设在蔡

家寨，周围的竹林寨、后寨、石板

寨、 更远的王比寨都设有学生的

班级， 学生通讯员每天往返水田

两趟去取报纸和信件， 一千五百

多师生的给养， 靠马垛子从水田

坝运过来。

没有公路，怎么办？ 当时大家

毅然做出 “没有公路自己修” 的

决定。

用马垛子运来锄头、十字镐、

洋铲、箩筐、棕绳、扁担、杠子、撮

箕这些挖路工具， 我们一群初中

二、 三年级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就

去挖公路。

穿着妈妈或外婆手工针线衲

的鞋底布鞋， 要把挖出来的泥土

抬出去十几米、几十米以外填坑。

学校发给大家的工具不够用，有

的同学就用双手把泥土往撮箕里

扒。 作者 王多明

当年那条路

圆梦

音画

未来中国是一首歌

每个音符，都从劳动

者的身边走过

新时代， 新思想，指

引新的征程

更高水平的小康才

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

未来的繁荣，是今天

努力拼搏的成果

今天的人民英雄，在

未来，仍将声名远播

不忘初心，携手奋进

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牢记使命，让腾飞的

明天汇入历史的长河

作者 李半知

欢庆 70周年

祖国解放七十年，

翻天地覆乾坤变。

极贫极弱旧中国，

历史翻开新纪元。

百废待兴搞建设，

恢复民生是关键。

社会主义康庄路，

全民奋斗齐向前。

上天入地互联网，

高铁遍布神州里。

一带一路如椽笔，

引领世界共富裕。

改革开放四十余，

站起富起强起来。

两个百年目标立，

中华民族正复兴。

紧跟领袖习主席，

砥砺前行新天地。

不怕风吹和浪打，

坚定信念向前行。

作者 郑传豪

国庆有感

爽朗秋天农事忙，

田间地里谷飘香。

歌声舞蹈神州喜，

国盛年丰意气昂。

复兴梦，路途长。

中华儿女勇担当。

攻坚克难雄心在，

励志扬帆再远航。

作者 仲石

诗·词

征文选登


